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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八成世界盃球鞋含毒
朗尼同款童鞋集數種化合物 可損內分泌生殖免疫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巴西世界盃來臨勢將帶動相關足球產品大賣，但綠色和平早前檢測本
■馮程淑儀(中)表示，「藝綻公園」的作品在美化
環境之餘，亦將藝術融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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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市面多款世界盃及足球產品，發現樣本殘留多種有毒有害化學物。綠色和平昨日表示，有關化合物能
干擾內分泌、生殖及免疫系統，可對人體造成嚴重影響，尤其是未出生的胎兒及嬰兒，現已被國際社會
限制使用，促請港府及業界就停止使用有關物質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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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都市人
生活繁囂，港人愈來愈重視工餘的休憩時
間。由康文署主辦的「藝綻公園 2014」將
於即日起至 8 月 29 日於添馬公園對開的中
西區海濱長廊（中環段），展出 13 組由本
地大專院校設計學系學生創作的互動裝置
及公園傢具，市民可趁機前往欣賞作品之
餘，將工作及生活上的壓力暫時拋諸腦
後。
「藝綻公園 2014」由康文署主辦、藝術
推廣辦事處籌劃，理工大學設計學院、明
愛白英奇專業學校設計學系、香港知專設
計學院亦有參與創作，並由7名團隊導師與5位藝術
家帶領48名學生一同創作13組公共藝術作品。展品
主題透過互動的裝置藝術，表達各種對都市生活的
反思，包括自然與城市發展的失衡、人類溝通的混
亂與追求優閒自由的生活態度。
康文署署長馮程淑儀昨日出席「藝綻公園 2014」
開幕禮時表示，「藝綻公園」的藝術作品新穎實
用，富想像力，在美化環境之餘，亦將藝術融入生
活之中。她又指出，中西區海濱長廊毗連政府總
部，視野廣闊，藝術裝置與維港景色互相輝映，為
忙碌的都市人提供一個富有藝術氣息的休憩場所。

綠色和平昨日發表首份針對世界盃及
足球產品的檢驗報告，發現 2014

年巴西世界盃主要贊助商 adidas、Nike
及 Puma 的產品中，均殘留多種有毒有
害化學物。報告指出，在採購自全球 16
個國家及地區的33件與2014年世界盃相
關運動商品內，包括多雙球鞋、球衣、
守門員手套及 1 個足球，當中有 20 件為
兒童及青少年服裝產品。

半數手套有「全氟化合物」
其中逾八成球鞋及一半手套樣本，驗
出含有「全氟化合物(PFCs)」，另整體
有 61%樣本驗出含「壬基酚聚氧乙烯醚
(NPEs)」。檢測亦發現有1對來自香港的
童裝 NikeHypervenom 球鞋，即英格蘭
國家隊隊員朗尼穿着的同款球鞋，驗出
含每平方米 0.3 微克的全氟化合物、9 千
克的「二甲基甲醯胺（DMF）」及37千

克的「壬基酚聚氧乙烯醚」，集多種化
合物於一身。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連佩怡表示，「全
氟辛酸(PFOA)」是其中一種全氟化合物
及持久性污染物，因在環境中難被降解
兼帶有生物蓄積性，能干擾內分泌、生
殖及免疫系統，目前已被國際社會限制
使用，包括挪威政府將於下月起禁止銷
售含高於每平方米 1 微克 PFOA 的紡織
品，但本港今次調查卻發現，有 13 雙球
鞋及 2 對手套含高於每平方米 1 微克的
PFOA。
連佩怡指出，其中殘留量最高的，包
括 一 雙 購 自 瑞 士 的 adidas Predator 球
鞋，含每平方米 14.5 微克的 PFOA，及
購於墨西哥的 Nike Tiempo 球鞋，含每
平方米5.93 微克的PFOA。

可經皮膚入侵 歐盟限用

另外，在香港球鞋樣本中驗出的
DMF，同樣發現在全部球鞋及足球樣本
中。連佩怡稱，雖然DMF被廣泛應用於
人造纖維及人造皮革生產上，但因具有
生殖毒性，可經由皮膚接觸損害健康，
故已被歐盟優先限制其生產及使用。
綠色和平認為，研究顯示濫用有毒有
害化學物仍普遍存在於整個紡織及服裝
業，是次檢測的 3 個品牌曾承諾在 2020
年完全淘汰有毒有害化學物，惟至今未
見有關品牌以實際行動為產品「去
毒」。連佩怡補充指，目前仍有不少有
毒物質未設立最高殘留限量，加上現有
消費品安全標準未能有效保護消費者，
免於內分泌干擾物危害，促請當局及業
界就完全停止使用內分泌干擾物達成共
識。
連佩怡表示，港府亦應完善對紡織及
服裝行業有毒物質的監管政策，同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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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套完善的化學品環境管理體系，限
制和最終消除有毒有害物質的使用和排
放，否則有關產品可能對人體造成嚴重
影響，尤其是未出生的胎兒及嬰兒。

CY 與學生分享瑞典行見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向以來，特首梁
振英對培訓青年人都是相當「上心」。日前，他與
一批早前到博鰲論壇擔任年會志願者的年輕人會
面，與他們分享自己早前到訪瑞典時的所見所聞，
指出普及高等教育與創意科技水平的重要性。又透
過分享「多軸飛行器」的故事，期望創新及科技得
到社會的關注和立法會的支持，尊重科學，用科技
提升生活質素。
梁振英與學生分享瑞典之行時，提及瑞典沒有特
別的天然資源，但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 44 萬港
元，比香港高出四五成，主要依靠普及高等教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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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科技水平。 原來，梁
振英對科技產品甚有研
究，且特別鍾情「多軸飛
行器」，「多軸飛行器」
其實就是香港科技大學一
名畢業生在深圳的研發公
司研製的「高空拍攝機器
人」（航拍），就連享負
盛名的經濟雜誌《經濟學
人》亦曾介紹；這間公司
每年有接近十億生意，而
且仍繼續發展中。

嘆港缺「官」致產業落戶深圳
梁振英表示，「多軸飛行
器」蜚聲國際，其中最值得
令人驕傲的，就是該技術由
香港本地的大學研發，香港
科技大學的學者亦有參與開發。他指出，在推動一項
產業時，最需要的「官、產、學、研」四大要素，這
四大要素最後三樣都來自香港，唯獨「官」(政府支持)
這一項，卻被深圳取得先機，最後產業落戶深圳，不
禁扼腕嘆息，覺得有些「不值」。

梁振英還向在場的科大學生表示，「多軸飛行器」
這個案例，正好說明政府設立創新及科技局的重要
性，「希望創新及科技得到社會的關注和立法會的支
持，尊重科學，用科技提升生活質素，更加快捷、安
全、舒適。」

摩天輪賞維港 年吸客料百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訪港旅客數字屢創新
高，但面對鄰近地區的挑戰下，如沒有新的旅遊景點，競
爭力將會削弱。一個高60米、樓高近20層的巨型摩天輪
將最快於今年9月在中環海濱啟用，成為海濱新地標，屆
時遊人將可在高空上飽覽維港兩岸的無敵景色。營辦商表
示，成人及小童票價分別為100元及70元，另設學生、長
者及殘疾人士優惠，料每年載客量將達100萬人次。
海濱事務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興建摩天輪。根據文件
顯示，中環海濱用地合共接近一萬平方米，當中只有不
足 10%會用作興建摩天輪，其他用地會免費開放予公
眾。興建中的摩天輪位於中環9號及10號碼頭對出的空
地，鄰近中環國金中心 2 期，佔地約 9,620 平方米。代

表瑞士營辦商Swiss AEX的毅信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彭
毅信表示，摩天輪高約 60 米、共 42 卡車廂，每卡可載
8人至10人，每程時間約15分鐘至20分鐘。
彭毅信指出，摩天輪附近亦設有飲食區，並會舉辦不
同活動。他又強調，其來自荷蘭的承建商有建造大型摩
天輪的經驗，並確保摩天輪能抵禦超級颱風，若摩天輪
失去電力，亦可在30分鐘內疏散乘客至地面。
海濱事務委員會成員吳永順對興建摩天輪表示歡迎，
認為摩天輪完全符合過去所訂立的海港規劃原則，「我
們的願景就是創造一個朝氣蓬勃，富吸引力的海濱。」
摩天輪用地由地政總署批出，為期 3 年，其後營運商需
每季續約。

「迪園光影匯」邀客互動10月登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吸引客源，
香港迪士尼樂園屢獻新猷。繼去年完成3個主
題園區的擴建後，樂園將推出閃亮巡遊，當中
「迪士尼光影匯」將於 10 月隆重登場。光影
匯將邀請賓客參與其中，化身光影畫師，與巡
遊中的演藝人員互動，令整個巡遊更繽紛奪
目。香港迪士尼相信，閃亮巡遊將為賓客提供
更多夜間娛樂體驗，進一步吸引家庭及年輕賓
客，有助推動樂園的入場人次及業務。
閃亮巡遊期間，麥坤、毛毛與大眼仔將首次
在香港迪士尼樂園的巡遊亮相，與奇妙仙子、
小魚仙、貝兒公主、巴斯光年與胡迪等迪士尼

朋友，以別開生面的方式，帶賓
客進入璀璨炫目的光影世界，沿
着美國小鎮大街，與光影每晚共
舞，感受互動遊樂新體驗。
香港迪士尼表示，樂園度假區
將不斷為海內外賓客締造奇妙的
體驗，包括將於明年推出 10 周
年紀錄項目。而全球迪士尼首個
以鐵甲奇俠為題的遊樂設施及主
題區，亦將於 2016 年開幕。此外，提供 750 ■迪士尼樂園將
間客房的全新度假式酒店，料通過各項審批 於 10 月推出「迪
士尼光影匯」。
後，亦可於2017年年初啟用。

海園兩中華鱘感染身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海洋
公園昨日表示，兩條正受隔離檢疫中
華鱘先後死亡。15條人工圈養下繁殖
的中華鱘今年2月送到海洋公園，原
定下半年遷至中華鱘館展示，正接受
隔離檢疫，其中兩條中華鱘分別在上
月 21 日及本月 11 日出現不正常游
姿，公園的動物護理團隊隨即聯同獸
醫施以治療，惟該兩條中華鱘均於短
時間內離世。公園現正密切監察其餘
13條隔離中的中華鱘。
發言人說，首條中華鱘的解剖報
告顯示，鰓部受到感染，另一條中

華鱘的多個內臟器官受到感染，公
園正調查感染原因。海洋公園亦已
即時通知全國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分
會、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長江水產
研究所及北京海洋館，並已安排中
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長江水產研究所
的一位代表於今周到訪海洋公園檢
視正進行隔離檢疫的 13 條中華鱘。
海洋公園亦已即時將中華鱘的死亡
消息通知漁護署、中國農業部及全
國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分會。
於 2014 年 2 月，全國水生野生動
物保護分會送贈了共 15 條中華鱘予

海洋公園，當中包括是次離世之兩
條中華鱘。自抵公園至今，牠們一
直接受隔離檢疫，並預期於今年下
旬起於中華鱘館內展示，以取代現
時展館內 9 條中華鱘中體型較大的 6
條。根據與全國水生野生動物保護
分會的協議，於園內生活的中華
鱘，於達到一定體型後，將歸還全
國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分會，導入晶
片及放歸自然。過去數年，全國水
生野生動物保護分會經已發展出一
套繁殖計劃，其設施亦飼養有過千
條中華鱘。現時在海洋公園內展出
的中華鱘發育良好，並已達到適當
體型，將歸還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