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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精英殉職 工會籌款相助
處方爭取最高榮譽保障 集慰問金贈受傷同事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台豆乾含致癌物食安籲停食用

古諮會保古井須顧通車公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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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兩電早前已
就來年電費調整方案提交政府，將於本月中
公布調整幅度。日前就本港電力市場發表研
究報告的消委會指出，現時兩電規管是由電
力公司與政府進行秘密討論，作為電力使用
者的公眾卻未能參與，情況並不理想。消委
會認為2018年兩電的利潤管制協議到期，
就是改革的契機。

對市民不公 2018年到期契機
消委會競爭政策研究小組主席鄭建韓昨日

在一個電視節目上表示，兩電的利潤管制計
劃協議，存在對市民不公平的地方，現時電
費中除了包含基本電費，市民亦要付燃料附
加費，兩電將燃料附加費全面轉嫁市民，所
以兩電無誘因找便宜的燃料，市民作為支付
者，又不能自行購買燃料，因此計劃的設計
有問題。他同時指出，現時規管兩電的機制
下，只是由電力公司與政府秘密討論，作為
電力使用者的公眾卻被排除在外，情況並不
理想。
鄭建韓認為，消委會報告的建議需要修改
利潤管制協議方可實行，而兩電的利潤管制
協議將於2018年到期，正是一個改革的契
機，但要視乎當局有多大決心，要做就要現
在開始計劃。他相信，若協議可以修改，電
費將有下調空間。

政策配合自家發電 用家多選擇
消委會報告又建議大型用戶和小型社區可

設置小型燃氣發電機自行發電，不再倚賴兩
電去供電。鄭建韓承認，要視乎用家所在地
的地價和租金等，如中環商廈確難以騰出空
間。不過，他引述工程界人士指，香港很多
大廈是有後備的柴油發電機組，相信可將機
組改為天然氣的發電機組，並作長期使用。

他認為，若果政策能夠配合，用家可有多一個選擇，
有關建議值得研究和考慮，但最終是由用家決定。
他表示，現時電費有40%至50%屬輸電、配電和零

售的成本，若兩電和煤氣公司願意開放天然氣管道，
讓公眾可使用天然氣發電機組，相信長遠可節省電
費。至於現時電網仍屬兩電的資產，鄭建韓相信需透
過法例處理，日後亦需要規管開放電網後的「過路
費」，如果「過路費」定得太高，都不會有人租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物安全中心昨公
布，位於元朗仁樂坊的持牌食肆「貓山皇」榴槤味雪
糕樣本，大腸菌群含量超出法例上限，該樣本的大腸
菌群含量為每克2,100個，超出法例上限20倍，中心
表示會繼續跟進事件。

跟進銅鑼灣店超標 元朗店取樣
中心發言人表示，中心跟進早前銅鑼灣一間同名店

舖出售的不合格榴槤味軟雪糕樣本時，在該元朗食肆
抽取雪糕樣本進行檢測，發現樣本的大腸菌群含量超
出法例上限。發言人指，大腸菌群含量超出法例標
準，顯示產品的衛生情況欠理想，並不代表會引起食
物中毒。中心已知會該店鋪的負責人上述檢測結果、
向負責人及員工提供食物安全及衛生教育，該店舖亦
已停止供應有問題的雪糕。
根據《冰凍甜點規例》(第一三二章，附屬法例AC)，

售賣每克含有多於100個大腸菌群的冰凍甜點，即屬違
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1萬元及監禁3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批由台灣進口的
預先包裝黑胡椒豆乾（見
圖），被驗出含有本港法
例不准在食物中使用的染
色料二甲基黃，食物安全
中心呼籲市民停止食用，
若業界仍持有該批次產
品，亦應停止出售。

樣本含禁染色料二甲基黃須停售
中心發言人表示，該批黑胡椒豆乾原產地為台灣，

生產商為「德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中心進行一項
專項食品調查時，從元朗阜財街一間店舖抽取一個黑
胡椒豆乾樣本進行檢測。結果發現，樣本含有本港法
例不准在食物中使用的染色料二甲基黃，中心已警告
有關零售商及指令立即將問題產品下架，而涉事分銷
商/入口商亦必須停止出售該批食品。
發言人稱，雖然有研究指二甲基黃可能令實驗動物

患癌，惟未有足夠證據確定從膳食中攝入該染色料對
人類健康的影響，但審慎起見，發言人呼籲市民不要
食用該批產品，業界亦應停止出售該批食品。
發言人表示，根據《食物內染色料規例》(第一三二
Ｈ章)，二甲基黃是本港法例不准在食物中使用的染色
料，若在本港售賣含有並非准許的添加染色料的食
物，即屬違法，最高可被判罰款5萬元及監禁6個月。
中心正跟進該款食品的其他批次及其他由同一生產商
供應的同款產品是否干犯相同條例。

元朗「貓山皇」雪糕含菌超20倍

H7N9南移 高永文籲提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

永文昨日表示，隨冬季來臨，內地的H7N9禽流感
一直逐步南移，日前福建及東莞就出現病例。他呼籲
市民無論在香港或外地，務必要注意個人健康和衛
生，切勿前往受影響地區售賣活家禽的街市。
高永文昨日指出，倘香港市民前往內地受影響地
區，並曾到售賣活家禽的街市時，將禽流感帶回香港
並出現病例的可能性較高，因H7N9的病例多與活家
禽有關。他又指，世界各地季節性流感的案例不斷出
現，呼籲香港市民盡快接受季節性流感的疫苗注射。

石硤尾邨氣體爆炸案上月導致9名消防員重傷，其
中消防總隊目梁國基在爆炸中腦部嚴重受創，身

體二級燒傷，在瑪嘉烈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經連日
搶救包括減腦壓手術及注射強心針後，延至12月4日
傍晚逝世。
消防處職工總會對此感到「萬分悲痛及惋惜」，並
對其家屬致以最深切的慰問。總會主席聶元風昨日表
示，梁國基生前深愛家人，盡忠職守及惇厚助人，他
離逝不但令其家人失去一位好兒子、好丈夫及好父
親，對消防同僚而言更是失去一位並肩作戰的好戰
友，市民大眾亦失去一位「不畏艱辛的消防精英」。

協助梁國基家屬維持生活
為協助梁國基遺孀及其17歲女兒維持生活，聶元風

指工會正考慮發起內部籌款，並已向各上級部門查詢

應有手續及許可，大致上已知悉程序，正等待下周與
梁國基家人再次會晤並取得對方首肯。
聶元風續指，梁國基家屬已向處方申請緊急資金，
同時工會早前已聯絡其他友好公務員工會，籌集慰問
金予涉事的9位同事，現時金額正等待銀行收集及確
認，之後會平均分發予受傷同事。
他續指，部門承諾為梁國基爭取最高榮譽及保障，由

於其餘8名同事仍然留醫，情況嚴重但穩定，部門同樣
承諾不會即時向同事錄取事發經過口供。他又引述消防
處處長黎文軒日前表示，當局將調查並審視消防員的安
全裝備，故現階段不評論守則及安全性等事宜。

出殯日消防集隊齊默哀
聶元風直言，事發後同事間心情沉重，除了定期探

望受傷同事「幫得就幫」，亦有到梁國基駐守的分局

探望同事，因為同事如同家人。據悉，梁國基將於月
中出殯，各分局消防員正打算在當日早上集隊時為梁
國基默哀1分鐘，正等待部門同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消防處職工總會正考慮透過內部籌款，協助於石硤尾邨

氣體爆炸案中殉職的消防總隊目梁國基家屬維持生活，並已聯絡其他友好公務員工會籌集

慰問金予受傷同事。總會昨日指，消防處承諾為梁國基爭取最高榮譽及保障。至於事件

引發的質疑，現階段等待當局調查，不評論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沙中線土瓜灣站
地盤發現宋元古井等古跡，古物諮詢委員會早前通過
決定，建議原址保留2個較完整的古井，另外一個古
井則以人手拆除，日後才原址重置。古諮會主席林筱
魯承認，古諮會討論時沒可能完全不考慮沙中線通車
時間和公帑使用問題，但絕大部分都聚焦於文物價值
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則指，是由發展局局長
決定如何處理土瓜灣站文物，但會按委託協議處理所
涉的額外費用。

林筱魯：一古井被拆因已遭破壞
林筱魯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港鐵土瓜灣站地

盤發現的3個宋元古井當中，有2個古井較為完整，將
會原址保留。另一個編號「J2」古井則在考古過程期間
曾被拆解，讓考古專家了解結構，古諮會決定先以人手
拆除，再在原址原置。他解釋，該古井結構已在較早時
因興建引水道而遭受破壞，而將該古井拆走重置可讓專
家有機會進行解剖，更了解其歷史和文化意義。
他承認，古諮會在討論保育方案時，沒可能完全不考

慮沙中線通車時間和公帑使用問題，但絕大部分都聚焦
於文物價值上。他明白公眾可能認為古諮會決定是配合
政府，但強調討論時已不單聆聽港鐵有關專家的意見。

張炳良：倘受影響 港鐵會調整安排
運房局局長張炳良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則指，

如何處理土瓜灣站一帶發現的古跡和文物，是由發展
局局長決定的。如有關決定影響沙中線土瓜灣站的具
體設計或建造安排，港鐵公司會作出相應的調整。
張炳良又指，現時仍要進一步評估土瓜灣站工程本

身所累積的滯後，對其他的工程項目究竟造成的連鎖
反應，以及進一步調整工序的可能性，稍後時間才可
確定考古工作對最終通車時間的影響，但按照港鐵公
司最新評估，估計考古工作至少令工程滯後11個月。
至於所涉的額外費用，包括承建商或會追討的金

額，都要按委託協議處理。港鐵公司已告知政府可能
會造成的一些額外費用，但根據委託協議，路政署需
在其顧問的協助下，對數額作出具體評估，所以不能
視為最後數額。

■林筱魯承認，古諮會討論
時沒可能完全不考慮沙中線
通車時間和公帑的使用問
題。

■張炳良指，如何處理土瓜
灣站一帶發現的古跡和文
物，是由發展局局長決定
的。 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陳敏婷)東華三院芷若園發現，
單是今年頭9個月，智障人士遭遇性侵犯的求助個案，
比去年全年上升超過40%，更有受害人因姦成孕。東
華三院表示，智障人士同樣渴求愛和性，侵犯者會利
用她們的弱點誘騙受害人，希望透過教育加強她們的
自我保護意識。

陌生人搭訕因姦成孕
現年20多歲、從事飲食業樓面工作、患有輕度弱

智的阿如（化名），曾經歷過兩次被性侵的不愉快
經歷，更兩次都因姦成孕。阿如昨日由芷若園社工
陪同說出之前經歷時，仍顯得非常緊張，聲音微

弱。約5年前，阿如當時同樣患有輕度弱智的男友強
行與她發生性行為，「我不知會懷孕，亦不懂拒
絕」，事後阿如懷孕，但沒有向社工求助，最終亦
打掉了孩子。
直至去年，阿如逛街時遭陌生人搭訕，不足3日內被

強迫發生性行為，事後再次懷孕，「我當時好驚，覺
得好羞，連社工都不敢講。」經母親的朋友轉介到芷
若園，最後自行決定生出孩子。幸而寶寶智力正常，
但阿如仍感到不開心，社工指阿如「生出來只為負責
任」。
東華三院南區綜合職業復康服務社會工作統籌主任

區淑玲表示，智障人士同樣渴求愛和性，包括戀愛、

結婚、組織家庭，但認知及表達能力較弱，侵犯者會
利用她們的弱點誘騙受害人，「她們想有人疼，例如
給她5元、一罐可樂，就會跟人去街，但理解不到對方
的企圖。」

數字冰山一角 教導自我保護
今年頭9個月，芷若園接獲12宗智障人士遭性侵的

求助個案，比去年全年的17宗上升41%，芷若園署理
主任廖珮珊表示，數字只屬冰山一角，求助個案上升
可能與智障人士對性侵犯的認知增加有關，未來會繼
續透過教育智障人士及照顧者，加強她們的自我保護
意識。

渴望愛易受騙渴望愛易受騙 智障者遇性侵增智障者遇性侵增404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漁農自然護理署昨公布本
年的「珊瑚礁普查」，結果顯示香港整體的珊瑚生長健康
穩定，生物品種豐富。普查中的「珊瑚檢視」方面，根據
特定的珊瑚健康監察表，量度珊瑚色素的濃度，亦顯示珊
瑚健康狀況良好及持續穩定。然而，個別地點錄得珊瑚受
損或白化現象，但情況僅屬輕微及局限於個別地方。

19地點珊瑚覆蓋率逾半
「珊瑚礁普查2014」於6月展開，為期4個月，普查範
圍涵蓋香港東部水域最多珊瑚生長的地方，由北面的東平
洲一直伸展至南面的果洲群島，包括多個具重要生態價值
的地點。在33個普查地點中，9個位於海下灣、印洲塘和
東平洲3個海岸公園內。各個普查地點所錄得的珊瑚覆蓋
範圍由21.9%至79.4%，其中於19個地點錄得逾50%的珊
瑚覆蓋範圍，海下灣的珊瑚灘則錄得最高的79.4%。
是次普查中，20個指定指標品種均全數錄得，最常見的

包括海豬魚、石
斑、蝴蝶魚、海
膽、海參及寶貝螺
等。而在西貢牛尾
海及香港東北水
域，包括三個海岸
公園的範圍內，都
錄得較多的石斑、海豬魚、火點及細鱗。

珊瑚色素濃度高顯健康
另外，普查中亦有進行「珊瑚檢視」，根據特定的珊瑚健

康監察表，量度珊瑚色素的濃度，以評估珊瑚的健康狀況。
於9個評估地點的珊瑚，指數範圍介乎3.73至4.92之間，平
均指數為4.34，結果與去年的4.23相若，超過平均值(3)，顯
示珊瑚健康狀況良好及持續穩定，惟個別地點錄得珊瑚受損
或白化現象，但情況僅屬輕微及局限於個別地方。

▲扁腦珊瑚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珊瑚
品種。

■■珊瑚礁普查員記錄珊瑚礁普查員記錄
指標品種指標品種、、珊瑚覆蓋珊瑚覆蓋
率和健康狀況率和健康狀況。。

珊瑚礁普查珊瑚礁普查 海下灣覆蓋最多海下灣覆蓋最多

◀東華三院表示，智障人士同樣渴求愛和性，侵犯
者會利用她們的弱點誘騙受害人。 陳敏婷 攝

▲阿如（右）在廖珮珊（左）的陪同下說出經歷。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敏婷 攝

■聶元風表示，考慮發起內部籌款，正等待下周與梁國
基家人再次會晤並取得對方首肯。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兆東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