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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建「中產」醫院 2019年落成
填補公私營醫院服務差距 斥資60億供500床位

馬會6億擴建智障復康中心

工業文化公園設計 議員嫌「兒戲」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位於中大校區內，鄰
近港鐵大學站。沈祖堯指，醫院的目標

對象為香港中產人士，希望為他們提供價廉物美的
服務。他稱，「我們有社會責任服務本港市民，把
大學最先進的醫療技術帶到醫院，同時填補現時公
營及私營醫院之間的服務差距，減輕人口老化對本
港造成的醫療壓力。」

議員支持建院 沈祖堯樂觀獲批
沈祖堯又表示，醫院將提供500張病床，當中
70%為四人病房，將提供「套餐價格」住院服務，
並只供港人使用。他指，醫院內有27間手術室、39
間門診診症室及中醫中心等，醫院專科亦會涵蓋現
時中大醫學院教授覆蓋的所有專科。
被問及會否擔心因立法會拉布而阻礙撥款通過，

令計劃推遲，沈祖堯回應指，「我期望醫院的建設
及理念能得到廣大市民的認同，亦得到議員的支
持，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有信心、樂觀可獲立法會
批准。」
為籌建醫院，中大已成立醫院董事局，由威爾斯

醫院前行政總監馮康出任執行董事。在醫院的建造

費方面，馮康指早前已獲馬會捐款13億元，亦收到
其他捐款人贊助，剩餘款項則會向政府借貸。

馮康：有信心5年內收支平衡
馮康表示，有信心醫院可於5年內達到收支平

衡，因按人口老化狀況，對醫療需要增加，加上未
來10年有經濟能力的長者人口會上升，而且顧問評
估香港經濟情況尚算樂觀，所以對此有信心。
他續說，若醫院使用500張病床，需約600名護
士，以及180名至190名醫生配合，所以醫院將會
分期啟用病床，初期會使用90張至100張病床，估
計最少需要40名醫生及120名護士。

理念獲行家認同 不與公院「爭人」
在醫院人手問題上，中大副校長霍泰輝認為，中

大醫院不會對公營醫院的人手帶來不利影響。霍
指，中大醫院的理念得到很多同業的認同，有些私
家醫生可能會對醫院感到興趣而加入，所以不擔心
會與公營醫院「爭人」。他又稱，歡迎將退休的醫
護人員加入醫院，同時明年醫科生的名額會增加，
他會繼續關注人手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中文大學昨宣布興建「香港中文大學醫院」，總建築面積約7.8萬

平方米，預計將提供500張病床。中大校長沈祖堯表示，醫院的建造費及初期營運費用合共約60億

元，部分會向政府借貸，他希望能於今年下半年進行主體工程招標，預計明年首季動工，並於2019

年落成投入服務，初期會提供90張至100張床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地少人多，不
論長者抑或殘疾人士，往往需要花若干年時間輪候
院舍宿位。匡智會早前獲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6億
元擴建大埔松嶺村，預計2017年年中完工後，復康
服務名額將由現時的283個大幅增至1,117個，成為
全港最大規模、專為智障人士服務的復康設施。

3年建3新大樓 多供834復康名額
港府2013年向獎券基金轉撥100億元推行私人土
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以機構擁有的土地發展社
會上最急切需要的服務，而今次撥款6億元擴建松
嶺村，亦是馬會在復康範疇上的最大單一捐款。
整個計劃將分階段於3年內建成3幢新大樓，額

外提供834個復康服務名額，當中包括300個中度
及嚴重智障人士宿位，服務範圍涵蓋初生至6歲幼
兒；另亦設有兒童之家及展能中心等。
根據勞工及福利局數字，本港現時有接近3.5萬

名智障人士。匡智會項目幹事方建華指出，現時松
嶺村內有600名服務使用者，而在復康服務當中，
以成人智障人士住宿服務最為缺乏，根據政府最新
數字須輪候14年；學前服務亦平均要等1年至2
年，服務需求殷切。
現年4歲的梁冠鴻患有中度智障，他3個月大時

因呼吸困難而住院，後來確診患有罕見的遺傳病
CFC 綜合症，需留醫至2歲。他亦因呼吸困難曾有
2年時間需要於氣管開造口，到2歲半仍不懂說話，
亦因不能進食而要在胃部設造口。

病童入住學前中心 懂站起講「爸媽」
他的母親指出，當時難以接受兒子患病，情緒十

分困擾，亦因要24小時照顧他而不能外出工作。後
在社工協助下，冠鴻苦候2年終在去年5月成功入
住學前兒童中心，每周5天留宿，每天更有半小時
至1小時接受言語治療、物理治療及職業治療。梁

太太指出，冠鴻入住中心後，表達能力、肢體動作
都加強了，可以自己站起來，亦可以講「爸爸」及
「媽媽」等單字，「我亦可以上班工作了，壓力亦
得以減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肆意拉布，令立會財務委員會在「死線」前未能表
決設立創新及科技局的相關撥款，令有關程序須
「從頭再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
表示，當局希望能在下月18日在立會大會上重新動
議修訂上次通過成立創科局的職能轉移，將其更新
至新的財政年度。他呼籲議員配合特區政府的有關
工作，讓有關修訂可盡快提交大會審議。

需修訂與來年財案掛鈎
蘇錦樑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被問及特區政府何

時再向立法會提交有關創新及科技局的修訂動議時
解釋，創科局要重上立法會有兩個程序，首先是在
大會動議修訂上次通過成立創科局的職能轉移。
他解釋，由於去年通過的修訂，是與2014/2015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的通過掛鈎的，故當局需要再動
議修訂，令其更新至2015/2016財政年度，「這程
序會立即進行，我們希望大會能夠配合，盡快再次
通過議程。」
在向立法會財委會提交相關的撥款申請方面，蘇

錦樑說，「這方面我們要待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通
過，並與其他部門商議後，盡快返回財委會。」

籲議員配合速交大會審議
他坦言，有關修訂何時再提交立法會大會討論，

需要議員方面配合，「我們現在希望能在3月18日
回到大會，但這段期間立法會議員也有權成立一個
委員會審議這些修訂動議，當然立法會議員有權這
樣做，所以我們也會盡力配合。」
蘇錦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創新科技對香港發

展的重要性，而建議成立的創科局，是業界、商界
和巿民都認同的，「我們希望議員盡快配合我們有
關的工作，讓它回到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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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立法會昨日舉行發展事務
委員會會議，一致通過政府提交的三份發展計劃。有較多議
員關注駿業街遊樂場改建為觀塘工業文化公園，指當局僅打
算展示照片、影片，及擺放工業藝術裝置，質疑未能呈現工
業文化，批評其構想圖有欠仔細。當局指設計顧問團體包括
歷史學家及藝術家，會再深化計劃。三份發展計劃將向財務
委員會申請批准撥款。

葉國謙質疑未能凸顯主題
政府計劃以「工業文化」為新場地的設計主題，傳承過往

的工業文化特色，將現有兩個七人足球場、兩個籃球場及一
個滾軸溜冰場改為多用途中央草坪及園林設施。立法會議員
葉國謙質疑當局會否「言過其實」，擔心公園的設計未能凸
顯工業主題，重建後未能吸引市民駐足，反而失去一個進行
運動的場所。
當局回應，指曾委託康文署統計駿業街遊樂場運動場的使

用率，發現整體使用率偏低。她指，受改建工程影響的其中
一個七人足球場及兩個籃球場，將於康寧道公園及牛頭角配
水庫上重置。不過較難做到「無縫接軌」，最快3年內建
成。

工程需時屯門建屋難加快
至於屯門第五十四區的土地平整、道路及渠務工程計劃，

有立法會議員關心市民渴求上樓，能否加快屋苑落成時間。
政府回應整個工程需時4年，平整3個地盤就要兩年，再轉予
房屋署，故不會有太多空間再縮短。另外因應沙田濾水南廠
原地重置工程，當局已為北廠進行加固工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再有內地團客涉購物爭拗。一
對來港參加旅行團的50多歲內地夫婦，昨日早上隨團到紅磡
仁勇街一間珠寶店，隨後在珠寶店門前等候其他團友時，與
一名男子發生爭執，其間更被打傷。該丈夫報稱耳朵受傷，
妻子則臉部和頭部受傷，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
現場消息指，該對內地夫婦未有在珠寶店內消費，未知會
否與今次遇襲事件有關。深水埗前日亦有發生懷疑旅行團被
強迫的事件，有旅客稱被要求在一珠寶店購物滿5,000元，否
則取消迪士尼樂園行程。據悉，有關旅行團屬3天團和4天
團，每人團費分別為700元和1,000元人民幣。

內地團客齋睇 珠寶店外受襲

港空污有改善惟臭氧增環保汽油車減稅4月取消

膠袋收費認知亂 環團60街市宣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鮑旻珊）環保署公布去年本港空
氣質素情況，根據一般及路邊監測站的指數顯示，與前
年比較，大部分空氣污染物水平下降，當中以氧氮化
物、二氧化氮及二氧化硫的跌幅最為明顯，但臭氧則有
所上升，增幅達7%，署方解釋，臭氧濃度增加，主要是
受區域性地區影響。有環團則指，署方放大區域性的影
響，而忽略本地的因素，如港珠澳大橋的工程及跨境汽
車頻繁。

氧氮化物二氧化氮跌幅最明顯
環保署昨日指，比較去年與前年的空氣污染物，去年
的空氣質素較前年好，由於根據一般及路邊監測站的指
數顯示，大部分污染物全線錄得下跌，跌幅最為明顯的
是氧氮化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及一氧化碳，跌幅達
11%至22%不等。但臭氧濃度則有所上升，增幅達7%。
環保署助理署長莫偉全表示，臭氧是由於空氣污染

物，如氮氧化物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透過日照產生而
成。他解釋，去年的臭氧濃度上升，是因為總日照時間
增多8%、平均風速亦減弱3%，可能有利臭氧形成；此
外亦受區域性的影響，如珠三角地區的發電廠和工廠
等，令去年本港臭氧濃度增加。
環保署亦指出，以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作指標，去年以

屯門的空氣污染最嚴重，共錄得519小時健康風險級別屬

於高或以上，遠高於所有一般空氣質素監測站的平均值
342小時，其次是元朗和東涌，分別達498小時及454小
時。署方解釋，由於屯門、元朗及東涌位處香港西面，鄰
近珠江三角洲，易受到區域性空氣污染影響，故空氣質素
有時會差一點。
莫偉全強調，政府在改善空氣質素的措施並非已做得足

夠，政府會繼續加強推行本地的改善措施，亦會加強與廣
東省當局合作，若完成承諾的管制措施後，本港將於
2020年大致符合現行的空氣質素指標。
健康空氣行動行政總裁鄺芯妍認為，「署方放大了區

域性的影響，本地的因素亦不容忽略。」她承認，臭氧
是次生污染，區域污染是一個大的因素，但本地因素亦
有影響，包括港珠澳大橋的工程持續、西部地區的跨境
貨車增加，令污染物的排放量增加，透過日照進行化學
作用，產生臭氧。

團體認同政府換車計劃見效
鄺芯妍認同政府的換車計劃有一定的成效，包括淘汰

老舊柴油車計劃及資助的士、小巴加裝催化器，而加裝
催化器的計劃是由政府資助，但每18個月就要更換，她
擔心在欠缺教育及宣傳下，汽車使用者會不自行更換，
不但違反污者自付原則，更會出現「催化器過期，污染
物就會再次增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今年4月1日起，
香港將全面推行膠袋收費，涵蓋範圍由現時約3,500
間連鎖及大型零售店擴至全港逾10萬間零售商舖，
但有不少商戶和市民對收費細節仍一知半解，例如
混淆法例豁免的貨品類種，或誤以為膠袋收費需上
繳政府。有環保團體在擴大徵費實施前，到全港60
個街市作宣傳，幫助街市檔販了解膠袋徵費安排。

麵店：初時或混亂可慢慢適應

香港於4月擴大膠袋徵費後，所有零售商店提供
膠袋時均需收取不少於5角的費用，但沒有包裝、
非氣密包裝和冷凍食物，以及作為服務一部分所提
供的膠袋，亦可獲豁免收取膠袋徵費。麵店店員鄧
小姐昨日表示，不知道不同包裝的麵餅，提供膠袋
時會分別屬於需收費和豁免徵費。她坦言，初時實
施時可能會混亂，但相信之後可慢慢適應。

凍肉店：派「袋」可減半免浪費

凍肉店店員李先生則關注，商店不能用同一個免
費提供膠袋去盛載可豁免和非豁免的食品，但相信
徵費有助減少市民浪費。他稱，現時每天都要向顧
客派發300個至600個膠袋，更有顧客曾光顧一次
就索取3個至4個膠袋，相信擴大徵費後，膠袋派
發量可減少一半。

何漢威：40%檔販誤收費要上繳
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昨表示，自本月初起已開

展「濕街市膠袋收費知多D」宣傳活動，計劃到本
港各區共60間街市，講解膠袋徵費法例的相關知
識。他指，至今已到過30個街市近1,000個檔販，
發現有約40%誤以為膠袋收費要上繳政府，惟事實
是由商戶自行處理；不少檔販亦以為街市不屬膠袋
徵費涵蓋範圍。何漢威認為，不少檔販仍未太掌握
膠袋收費的安排，反映政府需要加大宣傳力度。他
們未來亦會續到不同街市宣傳。
他又提到，現時不少麵包店都派發大量膠袋，即

使擴大徵費，很多時候都在豁免範圍內，未可杜絕
有關情況。他鼓勵麵包店簽署減用膠袋約章，鼓勵
商戶僅用一個膠袋盛載多個麵包減少浪費。他又建
議當局在擴大徵費後半年，可優化徵費安排，並且
檢討收費水平，以加強膠袋徵費的效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環境
保護署昨日公布，將於今年4月1日起
取消持續達8年的「環保汽油私家車稅
務寬減計劃」。而取消寬減計劃後，符
合現行認可標準的汽油私家車型號將會
即時失去獲得首次登記稅寬減的資格。
環保署發言人指，是按既定安排，每
年檢討寬減計劃，主要考慮汽車科技發
展情況及當時新登記車輛的法定廢氣排
放標準，以確保稅務優惠只提供予有卓
越排放表現及燃料效率的車輛。

減排技術成熟 續推廣電動車
環保署解釋，過去幾年，汽油私家車
的減排技術已發展至非常成熟的階段，
再減排空間很有限。歐盟計劃由本年9
月實施歐盟六期汽油私家車排放標準，
當中氮氧化物及碳氫化合物的排放上限
將會與歐盟5期相同，因此署方決定取
消該寬減計劃。
環保署補充，政府會繼續推動廣泛使
用電動車輛，而電動車輛的首次登記稅
已獲豁免至2017年3月31日。

■梁太太(右一)指出，兒子入住中心後，表達能
力、肢體動作都加強了。

■何漢威建議當局在擴大徵費後半年，可優化徵費
安排，並且檢討收費水平，以加強膠袋徵費的效
用。 羅繼盛 攝

■綠領行動在擴大徵費實施前，到全港60個街市
作宣傳，幫助街市檔販了解膠袋徵費安排。

羅繼盛 攝

■■昨日是中大傳媒新春茶昨日是中大傳媒新春茶
敘敘，，中大校長沈祖堯宣布中大校長沈祖堯宣布
興建興建「「香港中文大學醫香港中文大學醫
院院」。」。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