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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調校系統保安全 首聘核數師交代動物死亡
本月3日海洋公園6條雌性鎚頭鯊突然死亡，園方

在事件發生後展開全面調查，分析鎚頭鯊解剖報
告、檢視動物棲息環境、 「海洋奇觀」 水族館維生系
統，以及翻查動物護理和醫療記錄。初步解剖報告顯
示，該6條鎚頭鯊身體狀況非常好，沒有中毒及受到細
菌、真菌或寄生蟲感染，但腦部及鰓部組織損傷，此
兩者皆為動物吸入過量臭氧後的跡象，園方專家因而
循此方向進行深入調查。

微量電流影響感應器肇禍
調查結果發現， 「海洋奇觀」 內的水管受附近電器

裝置影響而產生微量電流。海水是高傳導體，微量電
流經海水影響了一個負責調控臭氧輸出的感應器，令
數據及訊息出現誤差，導致輸出臭氧超出正常水平。
同時，水族館內防止過多臭氧輸出的感應器故障，量

度臭氧輸出數據時較實際情況低。
園方解釋指，當時臭氧感應器數據顯示正常、臭氧僅

偶然超出正常水平，加上主池感應器位置，離臭氧出水
口較遠。以上種種因素，令水族館內的感應器及每日例
行測試水質的程序，均無法即時察覺出現問題。園方又
指，水族館內的臭氧水平合乎國際標準，故不會對絕大
部分魚類及鯊魚構成威脅，但鎚頭鯊對臭氧特別敏感，
才會在游經混合臭氧的出水口時受臭氧影響。

解剖結果已通報漁護署
園方在事件發生後，即時停止臭氧輸出及換水，令

臭氧對餘下鎚頭鯊的影響減至最低。之後，園方已確
定及除去電流干擾源頭，並更換感應器及安裝額外獨
立感應器核實數據。臭氧系統運作模式亦重新調校，
當臭氧水平超越某一指定安全水平時，臭氧系統會即

時自動停止運作，需人手全面檢查後才能重新開啟。
海洋公園已把解剖結果通報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調
查報告短期內提交。

海洋公園主席盛智文表示，園方並無隱瞞動物死亡
數字，指每年公園年報中都有公開動物死亡數字，但
為了令公眾釋除疑慮，園方今年將首次聘請核數師覆
核動物死亡數字，確保數字真實性。

專家：鯊魚對藥物化學物敏感
有魚類專家分析，鯊魚特性較特別，對藥物或化學

物敏感。在不同水域生活的鯊魚，對化學物劑量的敏
感程度亦不同。海洋公園魚缸內有不同品種的魚類，
牠們都會排出分泌物，所以需要負離子產生器製造殺
菌作用及提高氧化速度。如果儀器有問題，水內潔淨
程度就會受影響，影響魚類健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海洋公園 「海
洋奇觀」 內6條鎚頭鯊本月初離奇死亡，海洋公

園昨日公布死因調查結果，指 「海洋奇觀」 調控

臭氧輸出的感應器故障，導致排放超出正常水

平，令對臭氧特別敏感的鎚頭鯊腦部及鰓部損傷

不治。園方在事件發生後，即時停止臭氧輸出及

換水，之後將重新調校系統，當臭氧超出水平，

系統便會自動停止運作，確保含量維持在安全水

平。海洋公園主席盛智文表示，園方並無隱瞞動

物死亡數字，今年會首次聘請核數師覆核動物死

亡數字，並向公眾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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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嘉年華 蘭桂坊玩「老香港」風

陳茂波：增古洞站迎遷入人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沚芊）政府今年7月修訂
「古洞北」 和 「粉嶺北」 新發展區 「建議發展大綱

圖」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表示，會在古洞北新發
展區內落馬洲支線增設古洞站，以配合2023年第一批
遷入古洞的人口。粉嶺公路部分路段會由三線雙程擴
闊至四線雙程，紓緩區內新增人口帶來的交通壓力。
陳茂波又指，已規劃足夠土地設置政府、社區、康樂
及文化設施，以服務新舊居民。

陳茂波昨日在立法會上書面回覆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陳克勤，有關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提問，問及北區交
通、排水設施、民生設施安排。陳茂波回應指，新發
展區計劃對北區區內及對外道路網絡、東鐵線及落馬

洲支線、周邊鄉郊地區防洪能力等，將不會產生不可
接受的影響。

料區內人口增17.5萬人
他表示，新發展區將作為粉嶺及上水新市鎮擴展部

分，並會增加新發展區發展密度，提供額外13,400個
住宅單位，預料區內人口會增加逾17.5萬人。因此會
在古洞北新發展區內落馬洲支線上增設古洞站，以配
合2023年第一批遷入古洞的人口。

陳茂波又指，當局現正進行《鐵路發展策略2000》
顧問研究，建議把古洞站連接至西鐵線錦上路站，有
助分流東鐵線交通量，服務新增人口。局方計劃於來
年公布鐵路項目未來路向。

古洞附近粉嶺公路變四線
他補充指，將會把古洞附近一段粉嶺公路從三線雙

程擴闊至四線雙程，以及興建粉嶺繞道，日後車輛可
往返港九各區。他又指，新發展區規劃已預留足夠土
地提供交通配套、醫療和社區設施、學校、就業和休
憩之用。配套除了新發展區居民可享用外，鄰近地區
居民同樣受惠。另新發展區內亦會重新建造符合準則
的渠務設施。

白車裝錄音行車記錄儀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消

防處就消防車及救護車加裝具錄音
功能的行車記錄儀，昨日舉行第三
次員工諮詢會。但此舉惹來工會批
評，質疑未經諮詢，亦無助提升服
務質素，以及恐怕會侵犯市民私
隱。消防處署理助理處長梁偉雄表
示，安裝目的是為了保障使用者安
全，處方已諮詢律政司及私隱專員
公署，預料下月起試行6個月，強
調不會有特定攝錄對象，不會侵犯
市民私隱。

消防處就於消防車及救護車上
加裝具錄音功能的行車影像記錄
器 ， 昨晨舉行第三次員工諮詢
會，邀請消防及救護員職系工會
代表出席。不過，約30名反對計

劃的救護員，因抗議消防處未經
諮詢便自行安裝行車記錄儀，離
場以示不滿。

事前未諮詢 惹工會批評
救護員會主席陳仕表示，消防

處事前沒有諮詢或知會受影響人
士，又指消防處在事件曝光後，才
聲稱錄音功能是承辦商贈送，現已
關閉錄音系統。救護員會總幹事屈
奇安表示，行車影像記錄器系統根
本無助提升服務質素，又指每部儀
器花費10萬元安裝，倒不如把資源
用於加強前線人員培訓上，相信會
更實際。

工會又批評，消防處今年7月向
立法會提交文件，稱記錄儀只會用

作協助警方調查交通事故及作訓練
用途，但文件中提及 「會上並沒有
人員提出反對意見」 ，明顯是誤導
立法會。工會已分別要求消防處解
釋，向私隱專員公署作投訴，以及
去信立法會財委會與保安局表達不
滿。

無特定對象 下月試行半年
梁偉雄會後表示，安裝行車記錄

儀是為了保障使用者安全，去年亦
已就安排舉行兩場諮詢會。他又
指，安裝記錄儀沒有違反法例，處
方早已諮詢律政司及私隱專員公署
意見。公署了解過後，表示無必要
調查，故預料下月起可開始試行6
個月。被問及安排會否侵犯市民私
隱，他強調不會有特定攝錄對象，
影像用途及儲存方法都有嚴格規
管，否認侵犯市民私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是否把大浪
西灣納入郊野公園範圍的議題，最近引起社會
熱烈討論。最新一期審計報告指出，目前與大
浪西灣一樣的 「不包括土地」 ，仍有28幅。報
告又指，由於 「不包括土地」 不在任何法定圖
則內，一旦有人在土地內進行工程，即使是政
府也難以規管，促請政府加快將之納入郊野公
園的步伐。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接納審計
報告建議，會審慎回應。

政府於2011年透露，全港有77幅共2,000公
頃 「不包括土地」 未受任何保護。雖然當局其
後決定採取措施保護部分土地，但至今仍有28
幅土地未有任何保護措施。審計報告中指出，
漁護署在2010年發現有人於一幅位於大欖郊野
公園清快塘的 「不包括土地」 內砍樹及挖掘，

但由於土地不在任何法定圖則內，可做工作有
限。

事件直至地政總署在2012年於該幅土地內的
官地範圍豎立警告牌才結束。審計署批評政府
把 「不包括土地」 納入郊野公園範圍的工作進
度不理想，要求加快步伐。

巡邏未達標 漁署稱跟進
報告又指，漁護署須定期巡邏郊野公園及

「不包括土地」 ，但審計署抽查護理科3個辦事
處，發現巡邏次數不達標。兩個辦事處負責32
條巡邏路線，2012年至2013年期間，逾七成路
線巡邏次數不達標，較設定目標次數少兩成，
要求漁護署跟進。漁護署表示，接納建議並會
採取跟進行動。

黃錦星：尊重大浪西灣私地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政
府建議把西貢大浪
西灣部分土地納入
郊野公園範圍，環
境局局長黃錦星昨
日在立法會回覆議
員質詢時表示，主
流民意均支持大浪
西灣納入郊野公園

範圍，當局並沒有剝削村民利益，亦尊重私人
土地權益，會繼續與持份者溝通。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陳婉嫻表示，他們並非反對擴大郊野公
園範圍，但郊野公園內有不少私人土地，認為
當局必須小心處理。

立法會會議昨日討論郊野公園政策，有議員
認為，當局做法損害居民利益。環境局局長黃
錦星在會議上表示，現時大浪西灣私人土地主
要為農地及小型屋宇，考慮土地發展潛力、保
育價值、管理成效等因素後，認為把大浪西灣
納入郊野公園符合公眾期望，之後不會改變土
地用途。

陳婉嫻指須小心處理
他強調，當局沒有剝削村民利益，亦尊重私

人土地權益。政府願意與市民溝通，令郊野公
園有更好設施及管理，遊客及居民均會得益，
希望立法會支持。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
指，他們並非反對擴大郊野公園範圍，但認為
郊野公園內有不少私人土地，必須小心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蘭桂坊作為本
港一大特色景點，每年
都會吸引大批旅客及市
民前往體驗香港夜生
活。一年一度的 「蘭桂
坊嘉年華」 將於本月23
日至24日舉行，屆時除
了有超過80個美食及遊
戲攤位外，今年更會加
入 「香港狂熱」 主題，
模仿老香港風土人情，
提供多種傳統本地小
食，讓市民及旅客體驗
老香港風情。蘭桂坊協
會董事方亮璇表示，活
動開支達七位數字，較去年上升20%，預計人流高達
25萬人次。

由蘭桂坊協會舉辦的 「第十二屆蘭桂坊嘉年華」 ，
將於本月23日至24日舉行。嘉年華是香港最大型戶外
街頭派對，糅合眾多國際及本地元素，街道兩旁匯集
逾80個攤位，提供各式美食及多元化節慶活動。

熱鬧的街頭歌舞表演，亦是嘉年華亮點之一。除了有
來自世界各地的專業表演外，穿上繽紛服飾的巡遊隊
伍，亦會於下午在人群中穿梭，為現場增加歡樂氣氛。

仿曾灶財墨寶 「李小龍」現身
除了以往的 「巴西風情街」 及 「兒童街」 外，蘭桂

坊嘉年華今年新加入 「香港狂熱」 主題，配合仿照
「九龍皇帝」 曾灶財的墨寶，營造具經典特色的懷舊

街區。區內多個攤位更會供應砵仔糕、龍鬚糖等傳統
本地小食。多位模特兒將打扮成李小龍、黑玫瑰、包
租婆等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的經典香港人物，與遊
人拍照留念。

■黃錦星表示，尊重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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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奇觀海洋奇觀」」 內的鎚內的鎚
頭鯊頭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海海園園「「擒擒兇兇」」：：臭氧超標殺臭氧超標殺66鯊鯊

■■蘭桂坊嘉年華新加入蘭桂坊嘉年華新加入 「「香港香港
狂熱狂熱」」 主題主題。。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