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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下午在
禮賓府與訪港的台北市市長郝龍斌會面，雙方就兩地城市的
發展和管理等共同關心的課題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交流，期
望兩地優勢互補，共創雙贏。
梁振英表示，香港與台灣的雙邊貿易關係良好，並高度評
價台北市近年在多方面的發展取得矚目成就。
梁振英並向郝龍斌介紹了香港的最新發展情況，期望香港

與台灣繼續在經貿、旅遊、環保和創意產業等方面加強交流
和合作，讓兩地優勢互補，共創雙贏。

梁振英晤台北市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香港去年12月初
出現首宗H7N9禽流感個案後，至今共有10宗確
診內地傳入個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
示，自今年4月13日後未再有新個案，加上內地
確診個案數字回落，徵詢過專家建議，決定將
「流感大流行應變計劃」中的應變級別，由嚴重
調低到戒備級別。同日，政府公布「中東呼吸綜
合症應變計劃」(俗稱「新沙士」)，作為應付此症
一旦爆發的準備工作，並將香港定為戒備應變級
別。
高永文昨日表示，香港去年出現首宗內地輸入

的H7N9流感個案，流感大流行應變計劃的級別，
由戒備提升至嚴重，至今錄得10宗個案，全部都
是由內地輸入。而最後一個個案於今年4月13日
確診，其後兩個月沒有再發現新個案。他表示，
在徵詢專家意見後，決定將應變級別由嚴重調整
為戒備。
他指出，內地上月只有零散H7N9禽流感確診個

案，近一個月廣東省亦未有確診個案，料隨着夏
天來臨，內地與香港仍會有零星個案，當局會繼
續進行恒常監察。

「新沙士」列戒備應變級別
同日，政府公布「中東呼吸綜合症應變計

劃」，作為應付此症一旦爆發的準備工作，並參
考目前的流行病學情況後，啟動計劃下界定香港
為戒備應變級別。有關計劃採納與「流感大流行
應變計劃2012」一致的三級應變級別，即戒備、
嚴重及緊急級別。

另外，本港過去4個月暫停入口內地活雞，當恢復內地活
雞供港後，若發現內地活雞有禽流感，會透過打鼓嶺檢查站
分流本港活雞。高永文表示，檢查站工程大致完成，應可在
下周讓有需要時檢疫本地活雞。他指出，由於要等本地業界
與內地當局確認，暫時未有恢復入口內地活雞的具體時間，
一旦獲內地覆實，會盡快公布。他補充，今年下旬將會委託
獨立機構作調查研究，探討長遠維持活家禽應市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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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為吸引深港青年
人才在前海創業，前海管理局昨日成立前海深港青年事務專
業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青諮委」），香港青聯會主席、
霍英東集團副總裁霍啟剛、香港菁英會創會兼榮譽主席施榮
忻等知名港青獲聘為委員。
據介紹，青諮委旨在以「參與、發展、共贏」為主題，深

化拓展前海深港青年人才交往合作領域，為前海建設國際青
年人才國際交流合作平台提供諮詢建議，委員會每3個月將
召開一次會議。
霍啟剛表示，香港中小企業發展面臨租金上漲以及人力成

本上升等問題，年輕人的發展空間也有限，前海可以是他們
謀求發展的另一機會，會多帶年輕人到前海看看。但港人港
企到前海工作發展，在稅務等多個方面的細節問題仍需要討
論。
據悉，前海提出建設「萬千百十」工程全面推動深港合

作，包括到2020年，吸引一萬家香港企業落戶，在前海開展
商務活動和就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超過10萬。

霍啟剛施榮忻等任前海青諮委員

■梁振英（右）昨在禮賓府與訪港的郝龍斌會面。

■前海深港青年事務專業諮詢委員會成立。 李望賢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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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兩招惠貧生 涉款2.9億
推院校宿津及增學習開支助學金 林鄭：將推更多扶貧項目

港府為落實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扶貧措施，繼續加
碼推出關愛基金項目。身兼扶貧委員會主席的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主持扶貧委員會會議後表
示，委員會已通過兩個協助專上教育學生的關愛基
金項目。
林鄭月娥解釋，因宿舍生活對大專學生而言甚為
重要，每名合資格專上學生每年可獲得每年最高
8,000元的「院校宿舍津貼」，項目為期3年，涉及
撥款1.37億元，料可惠及2.06萬人次，令他們不會
因經濟困難而未能入住宿舍。
同時，由於自資專上課程開支的助學津貼，較其
他由公帑資助的課程金額為低，故基金推出「增加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的學習開支助學金」，向
合資格的專上課程學生，提供每年最多額外2,000
元助學金，令每年全額課程金額最高達6,700元，
以應付各項與學習有關的開支，料9.3萬人次受
惠，基金預算撥款1.51億元。

基金10項目納常規化運作

林鄭月娥續指，基金已批出25個項目，當中有10
個會納入常規化運作，其中4個已在運作當中，另
有6個則稍後會進行，有關項目佔港府每年恒常開
支8億元。她又表示，港府已先後兩次向基金合共
注資200億元，基金亦已經全數收妥早前社會人士
與機構承諾捐出的18.18億元，加上過去數年投資
回報有逾10億元，截至今年4月底推出項目總承擔
額逾32億元，目前基金結餘逾209.5億元，財政狀
況良好。她感謝所有捐款者為本港弱勢社群作貢
獻，基金將有財政能力推出更多扶貧項目。

高額「低津」要求降至192工時
林鄭月娥亦指出，因應早前有議員希望就「低收

入在職家庭津貼」的每月208個工時要求作出調
整，委員會昨日一致同意，將可獲高額基本津貼的
工時要求，調低至每月192小時，料整體逾13萬戶
取得津貼。
她指，有關建議已獲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通過，財務建議亦會在7月提交予財務委員會審

議，呼籲立法會盡快通過，以便在暑假前進行下一
步工作，料計劃在2015年第四季才接受申請。
另一方面，委員亦同意保留委員會及專責小組的

兩層架構，但精簡專責小組的數目，則由目前「1+
6」簡化為「1+4」，分別負責關愛基金、社會創新
及創業發展基金、促進青年人向上流動、及支援有
特別需要的弱勢社群的工作，因部分議題的討論可
直接在扶貧委員會大會上進行。林鄭月娥稱，委員
亦同意委員會任期應與現屆政府看齊，來屆委員任
期應訂為2014年12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為扶助基層人士改善生活，關愛基金昨日公布，即將

推出兩個新項目，分別是為清貧大學生提供「院校宿舍津貼」，以及增加「專上學生

資助計劃」下的學習開支助學金，料分別惠及2.06萬人次與9.3萬人次。此外，扶貧委

員會一致同意將領取高額「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每月工時要求減至192小時，料惠

及逾13萬戶，如獲立法會通過，最快明年第四季接受申請。

■林鄭月娥宣布，關愛基金為清貧大學生提供院校
宿舍津貼，及增加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的學習開支
助學金。 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第二十八屆國際
旅遊展昨日正式揭幕，吸引本地與海外業內人士參
展。保安局對泰國維持紅色旅遊警示，但本港多家
旅行社已決定下周起恢復出團到泰國，有旅行社負
責人表示，會與保險公司合作推出暑期加保優惠，
旅客在黑色旅遊警示下仍會有額外賠償。泰國旅遊
局香港辦事處負責人亦指，當局在機場及旅遊熱點
均設有旅客支援中心協助旅客。
國際旅遊展昨日揭幕，旅遊事務專員容偉雄及旅

發局總幹事劉鎮漢昨亦有出席開幕禮。不少市民關
注泰國局勢，泰國駐港副總領事陳惠玲昨日表示，
泰國軍方本月開始已陸續取消多個旅遊熱點的宵
禁，而清邁及曼谷內部地區的戒嚴令亦即將取消。
現在居於泰國的港人胡慧沖表示，當地治安大致良
好，旅客毋須過分擔心，現時主要城市中，僅得曼
谷和小部分地方仍有實施宵禁。

泰遊紛解禁 下周三復團
康泰董事總經理黃進達指，由於旅客對泰國旅行

團需求大，故決定本月18日(下周三)起恢復組團，
預料初期每星期會有10團，大約200人出發，估計
正式踏入暑假後，會增至一星期20團至30團。
他又說，會與保險公司合作推出暑期加保優惠，

旅客在黑色旅遊警示下仍會有額外賠償，以及若旅
客滯留當地亦會有補償。對於今年暑假去泰國的人
數可否維持去年水平，他指現時評估屬言之尚早，
但希望可以追回去年的水平。
黃進達又謂，康泰已開始接受暑假團報名，當中

日本、台灣及韓國仍然是港人暑期出外旅遊的熱
點。他指，今年旅行團的團費和人數與去年相若，
但日本團的團費則比去年增加10%。

料郵輪遊暑期報名升三成
自啟用啟德郵輪碼頭後，郵輪旅遊成為港人新興

的旅遊模式。專業旅運郵輪有限公司經理何思婷表
示，郵輪旅遊短程線至台灣、越南下龍灣、三亞，
以及長途線歐美、地中海都受市民歡迎，料今年暑
假報名的升幅較去年增加約30%。

首次到港參展的台南市政府觀光局旅遊服務科科
長陳崇彝表示，自去年7月18日至今，有3萬多名
港人到台南旅遊。為了加強推廣台南的文化和旅
遊，故今年特意到港參展。瑞典旅遊局中國區首席
代表李春梅亦指，近年愈來愈多港人到瑞典旅遊，
尤其是自駕遊，冀透過旅遊展宣傳瑞典旅遊。

旅社暑假推加保「黑警」滯留有補償

■第二十八屆國際旅遊展昨揭幕，吸引本地和海外
業內人士參展。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兩電在去年利潤
管制協議中期檢討同意設立基金，資助樓宇安裝節
能設施，中電的「中電綠適樓宇基金」將於本月底
起接受申請，資助住宅樓宇業主在公用地方及鄰近
附屬設施進行改善工程，提升能源效益。基金源自
中電股東從在節能表現達標所獲的獎勵金，中電估
計2014年至2018年間的獎勵金約有7,000萬元，即
每年可撥出約1,700萬元。
所有中電供電範圍的單幢式住宅樓宇或多幢式
樓宇的屋苑，均可透過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
會等業主組織申請「中電綠適樓宇基金」，進行
公用地方照明、空調、電力裝置、升降機及自動
電梯等裝置改善工程，但不包括房委會與房協轄
下屋邨及政府宿舍。單幢式、樓齡較高樓宇、沒
有會所等附屬設施、未曾接受同類計劃資助、已
完成能源審計及節能回本期較短的項目，都可獲
優先考慮。

資助上限百萬 開支業主先付
成功獲批的申請項目會由基金及業主各分擔一半

工程費用，每座樓宇最多可獲發50萬元資本，每項
申請的資助上限則為100萬元。工程需在申請獲批
後24個月內完成，業主需先支付有關工程開支，中
電其後會發放有關資金，亦可能會按工程進度分期
發放。中電已成立評審委員會，由前能源諮詢委員
會主席梁廣灝擔任委員會主席，負責審批申請。
中電企業發展總裁莊偉茵表示，中電一直推行的節

能措施及推廣會繼續維持，不會因今次設立基金而減
少。她又相信，中電每年均可超標完成政府的減排目
標，並承諾會將所有獎勵金撥入基金內，讓基金每年
可撥出約1,700萬元資助工程，亦會善用基金的一分
一毫，但現難以估計每年獲評的工程數量。
中電市場及客戶服務業務部總監周立文指，以一

幢30層高、每層8伙的樓宇而言，公共地方每月電

費約1萬元；但若就照明、升降機作節能改善工
程，即可節省30%用電，每年便可節省電費達3.6
萬。而一般節能改善工程所耗開支約10多萬元，相
信現時所訂的資助金額上限已經足夠。「綠適樓宇
基金」將於本月30日起接受申請，有意申請者可登
入網站下載申請表格：www.clponline.com.hk/eco-
buildingfund，或致電熱線 2678 0322查詢。

中電「綠適樓」基金 月底接受申請

「老年痴呆」含歧視 鄧家彪促改「認知障礙」

■中電推出「綠適樓宇基金」，資助住宅樓宇業主
在公用地方改善節能。 羅繼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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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韓詠儀）
有環保團體指出，受港珠澳大橋工程影
響，本港中華白海豚出沒的數目逐漸減
少，情況令人憂慮。香港海豚保育學會
會長洪家耀表示，機場第三條跑道的環
境影響評估報告即將發表，希望環評報
告能實事求是，不要淡化負面影響，同
時促請當局加速推行補救措施，避免海
豚的生態環境進一步受到破壞。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研究發現，在大嶼
山東北面水域出沒的中華白海豚數目過
去兩年持續減少，對比10年前約160條
中華白海豚，近年只剩下約60條出沒，
且有跡象顯示海豚放棄大嶼山東北面水
域，希望政府關注海豚生態的問題。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會長洪家耀指出，
港珠澳大橋填海工程令海洋環境惡化，
水污染加劇，若情況持續，中華白海豚
便會面臨滅絕危機，情況值得關注。除
工程影響之外，洪家耀認為海事處應加
強管理海上交通，減少船隻航行的數
目，減低對海豚的影響。
機場第三條跑道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即將發表，洪家耀期望當局能汲取過往
的教訓，並加以檢討補償方法的成效。
對於政府預期2016年在大嶼山設兩個海
岸公園作補償措施，他希望當局盡快履
行承諾，盡力保育中華白海豚的生態環
境。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蔡雨詩）提起老年痴
呆症，不少人的第一反應是覺得患者的行為遲鈍、
痴呆。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昨日聯同多個關注
團體到立法會門外請願，批評「老年痴呆」有負面
標籤化之意，要求政府及早將該症更名為「認知障
礙症」，以去除標籤及歧視意味，並應針對性地制
訂全面護老政策及教育宣傳，正視患者及照顧者的
獨特需要。
據世界衛生組織及認知障礙症聯席會議的資料顯

示，現時香港的認知障礙症患者已逾10萬人，隨着

人口老化，預計2036年患者數目將接近29
萬人，即每3名80歲長者中，便有一名患
者。世界衛生組織2011年亦表示，全球在
應對此症問題的支出已佔全球總生產值
1.01%，情況備受關注。

日叫「認知症」台稱「失智症」
認知障礙症又名腦退化症、失智症或老

年痴呆症，是多種引致腦部功能不正常衰
退的病患之統稱。鄧家彪表示，香港對該
病症現存4種不同名稱，尚未統一正式的
醫學名稱。他續稱，香港仍未如其他國家
對該症制定針對性的服務與政策，如日本
已定名「認知症」、台灣則定名「失智
症」。
他批評當局有時更採用具負面標籤的

「老年痴呆症」之稱，該名的歧視成分令患者家人
造成極大負擔，要求當局盡快採用較中性的「認知
障礙症」之稱。腦退化症患者家人甄小姐表示，患
者只是失去智能及記憶，並非行為痴呆，「許多人
未及早正視或不了解，便單純認為是老化過程甚或
精神病，衍生不少家庭悲劇。」
患者家人李小姐亦指，就算自掏腰包到私人機構

尋求協助，亦需排期半年。鄧家彪與團體要求當局
成立專門的認知障礙症日間中心，提供全面與針對
性的照顧服務。

■鄧家彪聯同多個團體要求正名「認知障礙症」及增加支
援。 蔡雨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