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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家垃圾月費 多倡不超30元
陳智思：難豁免弱勢 黃錦星：改變市民習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文森）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上月完成垃圾徵費的公眾諮詢，主

席陳智思表示，委員會正在整合有關垃圾徵費在諮詢期的意見。他透露，許多意見都認為，3
人家庭的收費不應超過每月 30 元。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出席活動後表示，政府對垃圾徵費
水平持開放態度，徵費的目的並非要收回營運費用，而是改變市民棄置垃圾的習慣。有環保
團體則認為，如果垃圾徵費水平訂在每月 30 元以下是太低，沒有足夠誘因推動減廢。

行政會議成員兼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陳智思昨日
出席公開活動後說，有關垃圾徵費問題，委員會

上月已完成諮詢，現正在進行整合問卷和意見。他透
露，許多意見都認為，3 人家庭的收費不應超過每月 30
元。陳智思認為，垃圾膠袋的收費不應太貴，象徵式收
費反而能夠帶起公眾的意識。但被問到是否會豁免向弱
勢社群徵費，他說，委員會認為有難度，派發免費膠袋
的話，技術上亦有困難。另外，他又指，會建議政府在
不同大廈進行先導計劃，測試徵收垃圾膠袋費會出現的
問題，讓政府將來能夠處理落實措施後的情況。

政府以其他方法資助基層
黃錦星昨出席活動後亦表示，尊重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就垃圾徵費提出的建議，期望委員會盡快將有關諮詢報
告提交局方。他指出，政府對垃圾徵費水平持開放態
度，徵費的目的並非要收回營運費用，而是在合理收費
水平下，改變市民棄置垃圾的習慣。
他提到，根據諮詢文件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建議，
未必在徵費計劃中直接資助基層，但他透露會以其他方
法，例如扶貧措施，照顧有需要人士。他說，政府希望

在今年上半年展開垃圾徵費的先導計劃，在有物業管理
的大型屋苑或屋邨試行，細節正在籌備中。

環團嫌平：難推減廢
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則表示，如果垃圾徵費水平訂
在每月 30 元以下是太低，沒有足夠誘因推動減廢。他
又指，團體早前曾於大型屋苑進行試驗計劃，每個容量
15 公升的膠袋，向居民收取 3 元的費用，而容量 5 公升
膠袋就收取 1 元。計劃實施後，屋苑的垃圾減少了兩至
三成，何漢威認為，垃圾按量徵費有成效。他說，弱勢
社群並非製造最多垃圾的群體，亦不會經常用即棄產品
及購買新物品，不一定要為他們提供關顧措施。

環境局：外訪了解「轉廢為能」
另外，對於環境局被指 7 年來已有 7 次就興建焚化爐
外訪，官員將於下月初將與部分立法會議員到北歐及
英國考察當地焚化爐設施，質疑是否有必要。黃錦星
表示，擴建堆填區及興建焚化爐的撥款申請，將於上
半年再提交立法會討論，加上社會對「轉廢為能」已
討論 10 多年，仍議而不決，議員均希望透過外訪多了

▲陳智思認為垃圾膠袋收
費不應太高，象徵式收費
能夠帶起公眾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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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星指徵費目的並非
收回營運費用，而是改變
市民棄置垃圾習慣。圖為
黃錦星較早前出席小學生
「惜物減廢在我手」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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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有關科技。
黃錦星說，今次是新一屆政府首次以參觀焚化爐設
施為主題外訪，會深入全面了解有關科技。他指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有網民於上周五在
牛頭角下邨目擊一名男子虐犬，將過程拍下放上互聯
網，事件引起網民關注。警方經調查後翌日火速拘捕
涉案男子，而懷疑被虐狗隻則由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帶
走檢查。愛協發言人表示，由於警方正在調查案件，
故不作評論。
案中懷疑被虐狗隻為一頭雌性唐狗，約半歲大，經
獸醫初步檢查後發現牠並無表面傷痕，現暫寄養在灣
仔愛協總部，直至案件完結。

狗繩抽打 硬物擲犬
事 發 上 周 五 (7 日) 凌 晨 2 時 許 ， 網 上 流 傳 一 段 短
片，片中見一名穿 T 恤短褲男子用繩拖着狗散步，
其間突然用手將狗頭按在地上，另一手則用狗繩抽
打狗身。未幾，又見男子將狗拖到一公屋大廈門口
對開，把狗綁在電燈柱上，再用硬物擲向狗隻，更
走近用腳狂踢狗肚。之後男子欲將狗帶回家，狗兒
卻疑驚慌不服從，再被人拖行數米始乖乖走入大
廈。

■虐狗男將狗隻綁在電燈柱後再起腳。

網上圖片 ■虐狗男在貴顯樓外再拳打狗隻。

大批網民隨即留言，有人出言：「俾我就已經衝落
樓打佢，仲係度拍片！」警方當日向傳媒表示，並未
接獲報案，但會了解事件。及至昨日凌晨警方再透
露，於前日(8 日)接獲報案，指網上流傳一段短片，片
段中顯示一名男子襲擊一狗隻。經調查後，相信事發
地點為牛頭角下邨貴顯樓對出停車場，探員於前晚約
8 時，在貴顯樓一單位拘捕一名 25 歲姓林男子，他涉

網上圖片

嫌「虐待動物」現正被扣查。至於懷疑被虐狗隻同於
單位內發現，已交由愛護動物協會進一步檢驗。案件
由秀茂坪警區刑事調查隊五隊跟進。
另外，根據房署「可暫准原則」，於 2003 年公屋扣
分制實施前已在公屋飼養的狗隻，租戶必須事先獲得
一次過批准，才可繼續飼養；而其餘人士養狗，則會
按扣分制被扣分。

優化醫費減免 擴範圍省程序

2012至2013年度醫費減免數字
綜援
總人數
341,179人
住院宗數 285,826宗
門診次數 3,404,334次
減免金額 4.146億元

■綠領行動昨日舉辦利是封回收行動啟動禮，希望透
過活動減少浪費新簇的利是封，鼓勵回收重用。

環團料回收300萬利是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每年農曆新年過後，
利是封往往成為一堆廢紙。有環保團體昨日舉辦利是
封回收行動啟動禮，希望透過活動減少浪費新簇的利
是封，鼓勵回收重用。計劃由昨天起至本月 22 日，在
全港共設置 400 個利是封收集箱，包括在商場、屋
苑、銀行、酒店、大學等，團體預計今年可以回收
300萬個利是封。

參與機構增56%
綠領行動連續第五年舉辦「利是封回收重用大行
動」，今年參與的企業和機構達42間，比去年27間增
加 56%，回收點又增加至 400 個，設在商場、大型屋
苑、銀行及酒店等，團體預計回收 300 萬個利是封，
較去年回收240萬個，多60萬個利是封。
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表示，舉辦利是封回收最大
目的並非要將利是封進行廢紙回收，而是希望達致循
環再用，延長每個利是封的壽命。他說，2012 年香港
每人每日棄置約1.3公斤垃圾，較往年增加。何漢威解
釋，香港在重用和使用二手物品尚未普及，冀行動喚
醒港人將重用精神推廣至衣服、揮春甚至傢具，打破
中國人新年「去舊迎新」的觀念。

去年用3.2億封 如伐1.6萬棵樹
綠領行動早前對「港人使用及處理利是封」進行調
查，結果顯示港人於去年共用了3.2億個利是封，相等
於砍伐了1.6萬棵樹木。其中有75%受訪者更表示，未
能用完免費索取的利是封，反映各行各業濫發利是封
的情況相當嚴重，造成浪費。團體呼籲市民按用量索
取免費利是封，以及循環再用。
另外，團體又邀請8間企業及機構，包括中電、新世
界發展及中文大學等，舉行「環保利是封約章」簽署儀
式，承諾減少印刷及派發利是封10%，或採用環保紙張
印製利是封。

非綜援
32,367人
28,089宗
221,124次
4,090萬元
資源來源：醫院管理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繼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為確保所有市民不
會因經濟困難而失去醫療服務的機會，醫管局自
2003 年起整合醫療費用減免機制，豁免綜援人士和
其他有經濟困難人士的醫療服務收費。醫管局於
2008 年起更開展優化措施，擴大減免範圍和減省醫
管局人員的處理程序，達到雙贏局面。
現時非綜援但有經濟困難人士只須符合入息和資產要
求，經評估後可獲發「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包括一
次或最長12個月內無限次免費使用住院、急症、門診
等。綜援人士則毋須接受評估。在2012至2013年度，
非綜援受助人士約有3.2萬人，減免費用約4,000萬元，
當中有接近60%為長者或長期病患者；而綜援受助人數
為34萬人，減免費用約4.1億元。

擴闊減免證明書涵蓋
為進一步方便病人申請減免，醫管局於 2008 年至
2009 年度開展一系列優化措施，職員已可透過聯機
查詢設備，迅速核實綜援人士的資格，減省因忘記帶
備「豁免書」而核實身份的時間。
醫管局亦建立申請資料數據庫，讓社工可參考病
人之前的申請紀錄，方便評估申請。社工亦只需填寫
相關數據，系統便可進行計算，更快更準確地處理申
請，審核時間只需1小時。

■鍾慧儀(右)
表示，醫管局
於 2008 年 起
就費用減免制
度開展優化措
施。
羅繼盛 攝
醫管局同時亦擴闊有限期減免證明書的涵蓋範
圍，申請人毋須分別申請門診和住院的「證明書」，
一年內申請減免達 3 次或以上的比率亦由過往的超過
20%減至不足10%。而有效期限申請相對單次稍為增
加，由以往佔 30%增至 60%，當中期限介乎 7 個月至
12個月約佔20%。

隨機抽查約5%申請
為確保公帑不被濫用，醫管局在各聯網成立了2至3
人的抽查組，隨機抽查約5%已批核的申請個案。醫管
局總行政經理(專職醫療)鍾慧儀表示，多年來共揭發幾
十宗漏報個案，惟所涉金額不大，當中較為嚴重的個案
是瞞報幾十萬元的物業資產達3次。
鍾慧儀表示，一般漏報申請人或被撤回減免資格
及被追討減免金額，嚴重、屢犯或懷疑詐騙的個案會
被轉介警方進行深入調查，多年來共有 10 多宗個案
交由警方調查，當中有幾宗個案被定罪，被判罰款、
社會服務令或緩刑。
她提醒市民，銀行外幣和定期存款、股票、基金、債
券等投資，有現金價值及紅利的儲蓄或投資連繫的保險
計劃，以及非自住單位，都是申請人容易遺漏申報的資
料。醫管局亦會加強對職員的培訓和宣傳，了解申請程
序和需提交的文件等資訊。

資助高血壓睇私醫 3區試行惠6,00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了紓緩公營醫療壓
力，醫管局計劃資助高血壓病人到私家醫生求診，有
消息指會先在觀塘、屯門及黃大仙等 3 個地區試行，
現時這 3 個區正在看門診的高血壓病人有 36,000 人，
預計 6,000 名病情穩定的病人受惠。有關計劃稍後會
涵蓋糖尿病患者，醫管局亦會因應試行情況，考慮擴
展至其他地區。
近年越來越多的病人因為高血壓到普通科門診看
醫生，消息指醫管局計劃會同私家醫生合作，資助一
些病情穩定、在普通科門診至少診症了一年的高血壓

病人，轉到私家診所求診。每名病人每年最多獲 10
次資助，包括 4 次慢性病及 6 次偶發性疾病，每次看
病只需繳付 45 元，相等於普通科門診費用，餘額由
醫管局支付予私家醫生。據了解，計劃會先資助高血
壓病人，推出後再擴展到糖尿病患者，人數則未定。
有病人認為，私家診所方便，會轉往求診。但西醫工
會會長楊超發則表示，醫管局的資助額低，估計不會有
醫生參與計劃。他續說，私家醫生為病人看慢性病，需
要較長時間，處方的藥物亦較多。他表示，西醫工會曾
反建議每次資助450元，但醫管局不考慮。

怪漢燒家爬外牆 與 飛將軍 捉迷藏

虐犬片網熱傳 警拘
「牛下男」

荷蘭、丹麥、瑞典等國家，即將有同「轉廢為能」相
關的新政策及科技，因此下月訪問英國及北歐是適當
時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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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杜法祖）黃
大仙一名男
子，昨晨涉
嫌於寓所縱
火 後 ， 如
「蜘蛛俠」
般冒雨攀出
大廈外牆攀
爬 水 管 遊
走，與消防
「飛將軍」
大 玩 捉 迷
藏，又擲破
■在詠善樓游牆與消防玩捉迷藏
鄰居單位玻
「蜘蛛俠」最終被「飛將軍」制
璃並伸手入
服拘捕。
屋取出菜刀
掟落地面，險象環生，終被消防及警員合力制
伏拘捕送院檢查。警方正調查是否有人精神失
常肇事。
被捕男子姓簡、35 歲，共涉「刑事毀壞」及
「高空擲物」2 罪被扣查。簡居於黃大仙上邨詠
善樓 30 樓一單位。現場消息稱，昨晨 9 時許有
居民發現上址單位起火報警。消防員到場後，
發現單位露台一件衣服燒着，立即將火救熄。
其後消防員發現有一名男子竟在大廈外牆攀
爬，最初還以為他是在火警中逃生，立即派出
「高角度拯救專隊」人員(俗稱「飛將軍」)游繩
協助拯救，並在地面張開救生氣墊戒備。

伸手入廚房 奪刀掟落街

然而有人卻「越叫越走」，先以一條長鐵鏈
打爆鄰居單位窗戶；又爬到另一單位伸手入廚
房取走菜刀及水果刀，先後擲向地面。有人繼
而在外牆水渠攀高爬低。由於當時正值天雨，
險象環生，惹得在樓下看熱鬧的街坊嚇得頻頻

大叫。
最後救援人員借用 23 樓一單位，趁疑人攀到時趁機將
其制服，但有人仍反抗，終由「飛將軍」前後夾擊將他
推入單位內。疑人手腳受傷，與單位被打爆玻璃受驚的
35 歲姓陳女鄰居先後送院治理。警方調查後相信有人於
攀出外牆前曾縱火燒衫，正了解是否有人精神失常。

3 內地扒手港搵食
IFC 斷正 2 被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3名來港「搵食」雙程證
扒手，前日在赤鱲角機場尋覓獵物未遂，轉移陣地乘搭機
鐵到中環國際金融中心（IFC）蘋果店另覓目標，終偷走一
名大意洋漢的背包，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被由機場
追蹤而至的特遣隊警員當場擒獲2人，另一人則逃脫。中
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二隊正追緝在逃疑犯歸案。
被捕 2 名扒手同為內地人，分別 29 歲及 40 歲，同涉嫌
「盜竊」，正協助警方追緝在逃同黨下落。逃脫疑犯年
約 30 歲至 35 歲、中等身材、約 1.7 米高，短黑髮，黑色
上衣及黑色褲。而被盜背包外籍事主名 John、40 歲，其
背包失而復得，沒有財物損失。

機場遭監視 轉戰「果店」落網
機場警區特遣隊人員前日在機場進行反扒竊行動期
間，於抵港大堂內發現 3 名男子形跡可疑，遂暗中監
視，並跟隨他們登上往中環方向的機場快線列車。稍
後，3 人在中環下車，到金融街 8 號 IFC 的蘋果店找尋獵
物，未幾成功盜走一名外籍事主放在身旁的背包，尾隨
監視警員及現場一名休班警員同時發覺，隨即上前截獲
其中 2 名扒手，另一人則飛奔逃去。警員當場起回屬於
外籍事主的背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