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7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朗 民 2015年4月19日（星期日）

烏龍入料 居屋頭獎變空寶
揀樓次序由第一跌落2200 黃國健批房署犯低級錯誤

配件含甲醛乙醛 車內空氣放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由汽車排放的污染物存在
你我之間，上至汽車行駛排放的廢氣，下至由汽車零件散
發出的揮發性有機物，可謂防不勝防。檢測公司TUV萊
茵早前一項在本港進行的調查發現，零件中的PVC人造
革、PU材料及黏合劑，不但是甲醛與乙醛的主要來源，
當中的PP塑料、EPS及油漆塗料，更是苯系有機物的藏
身之處，連最常接觸的座椅織物與複合材料，都可能含有
少量甲醛乙醛，令人不敢鬆懈。

51測試樣本 近半空氣不達標
組織去年就車內空氣質素進行專項調查顯示，安排了

51輛本地汽車的車內空氣，分別在動態與靜態兩種模式
下進行了採樣，以緊貼汽車日常使用時的真實情況。組織

對樣本進行檢測及詳細分析後，顯示51個樣本中有20個
樣本的空氣質量不達標，其中12個樣本在靜態模式下檢
測合格，但在動態模式下檢測不合格。
調查認為，大眾對於車內零件了解不全面，對汽車內空氣

質素亦沒有概念。事實上車內零件逾半是人造合成材料，如
儀表盤、車內護板、車頂棚襯裡等，部分塑料製品中可能含
有苯、甲苯、二甲苯及甲醛等有害成分，其他內部裝飾產品
如車內地板膠、窗簾、座椅、坐墊及座椅面料等，亦多為人
造織物或人造皮革，同樣含有大量揮發性有機物。
調查續指，生產車輛時使用的油漆、稀釋劑及黏合劑中

往往含有有關揮發物，建議車主新主落地前，為座駕進行
全面測試，以反映車內空氣質素，並了解汽車內部零件對
車內空氣的影響，改善車內空氣質素。

■調查發現，汽車零件中可以散發出揮發性有害
物物，污染車內空氣，叫人防不勝防。

「皇東節」嚐酒尋藝善心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合和實業有限公司主辦、

第五屆「出奇歡樂皇東節」昨日帶來壓軸節目「嚐酒尋
藝在皇東」，除了多款優質葡萄酒，今年更精選多款最
流行的威士忌讓市民品嚐。合和實業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王永霖表示，活動收益扣除必要開支後，將撥捐非牟利
機構「膳心連」，為基層人士提供基本熱食及解決商業
廚餘問題。
「嚐酒尋藝在皇東」昨日在皇后大道東舉行，逾20多
間特色食肆、店舖及畫廊參與，參與者除了可享用由專
業品酒師配搭之葡萄酒及芝士，今年更首次提供精選品
牌威士忌，包括蘇格蘭著名品牌Douglas Laing，以及大
受歡迎的日本品牌山崎、竹鶴，其中最獨特是來自台灣
金車威士忌酒廠出品的Kavalan Concertmaster Single
Malt，大受市民歡迎。為了讓初入門者都可以享受其
中，香港專業品酒師協會主席周國明更現場教授品酒及
芝士配搭秘技。

收益供基層熱食
王永霖表示，「嚐酒尋藝在皇東」每年以美酒佳餚、
藝術及音樂，將皇后大道東變身成一條讓人能夠輕嚐淺
酌的文化大道，成功吸引大批區內外的朋友參與，感受
灣仔的獨特文化。是次活動收益扣除必要開支後，將撥
捐非牟利機構「膳心連」，為基層人士提供基本熱食，
同時解決商業廚餘問題。

港人遲瞓 睡眠質素遜內地台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夜晚唔願瞓，日頭唔願

起身」已成港人生活寫照，即使臨睡前倦極亦機不離
手，睡眠不足結果影響翌日精神。據英國《每日郵報》
報道，海外智能手機睡眠程式Sleep Cycle調查了全球50
個國家及地區的睡眠習慣，分析941,300名18歲至55歲
男女用戶，去年6月至今年3月的睡眠數據，香港人的睡
眠質素落後於內地及台灣，最「唔願瞓」。
調查結果發現，兩岸三地的用戶中，內地用戶最早上
床，平均午夜12時32分就去睡，也最早起床，平均早上
7時42分起床。港人則平均於午夜12時55分才肯去睡，
7時57分起床，平均每晚睡6小時39分鐘。在全球用戶
中，內地人的睡眠質素排名第二，港人則排名第十七。
至於台灣人，平均每晚睡6小時21分鐘，排名第七。
調查又發現，斯洛伐克用戶的睡眠質素最好，平均每

晚睡覺6小時57分鐘；韓國及新加坡，就分別位列第二
十一及第三十。睡眠質素最差的，是排第五十位的馬來
西亞，平均每晚睡眠6小時27分。

斑
馬
魚
胚
胎
測
毒

港
企
揚
威
國
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法新社報道，一年一度
的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上周三揭幕，為期5
天，主辦單位前日公布全場最高榮譽大獎，
結果香港企業「水中銀（國際）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憑斑馬魚胚胎測試大量毒素的能
力，從過千參展作品中脫穎而出，為港爭
光。
現時政府及一般化驗所只會檢查食物樣本
中約3種至5種化學物質的含量，但即使這些
物質沒超標，也不代表它們對人體無害。

可處理未知有害物質
斑馬魚胚胎與人類基因有89%相似，「水
中銀」利用它作毒素測試，對象包括食品、
藥物、塑膠製品及化妝品等物質，可處理的
毒素類型可達1,000種，甚至包括一些未知的
有害物質。若測試物含指定毒素，斑馬魚胚
胎約48小時至72小時後便會出現發育異常，
如頭尾有腫塊，甚至死亡。發明展讚揚產品
測試範圍廣泛，而且毋須直接用到動物。
「水中銀（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總
部位於科學園，由創辦人陳子翔於2010年成
立，主要研究測試消費品安全的方法，今年
1月更獲美國中經合集團注資。今次獲獎技
術已研究10年之久，它早前亦曾開發出轉基
因鯖鱂魚，監察產品中的雌激素，並因應雌
激素水平，發出不同程度的綠色熒光。
這已非本港企業首次揚威日內瓦，年前香
港復康機器人技術有限公司與香港理工大學
合作開發「希望之手」，協助中風康復的病
人練習手部活動能力，便在2012年發明展勇
奪最高榮譽大獎。

大律師公會訪京 郭榮鏗隨團湯狀未定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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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每年春夏交加之際，都
是畢業生湧入勞動力市場之時。有招聘及求職網站數據
顯示，今年首季招聘畢業生職位空缺近1.4萬個，隨着
踏入3月的求職旺季，相信競爭將愈趨激烈。為推進新
世代的職涯發展，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主辦的就業博
覽會剛於周四完結，吸引到5,000名畢業生及求職者到
場參與。
是次招聘會聚集約50間企業及機構，涵蓋銀行、零

售、餐飲及航空等達30個行業，提供合共逾200個職位
空缺，包括空中服務員、銀行業務實習生及初級活動策
劃等，普遍起薪亦由 1.1萬元至1.5萬元不等，參展僱
主在展期內共接獲1,500份求職申請或履歷表。

逾90%企業社交媒體招聘
另外，求職網站執行總監陳麗珠表示，近年多個行業

面臨人手短缺，更多僱主希望招聘應屆畢業生，但針對
社交媒體盛行，網站調查發現逾90%企業利用社交媒體
招聘。因應75%受訪人力資源從業員指會透過社交平台
檢視求職者資料，她提醒青年求職時除了用心撰寫履歷
及求職信外，亦應善用社交媒體，塑造健康正面專業形
象。
陳麗珠建議，求職者使用社交媒體時，應在個人版面

上杜絕涉及負面情緒及不雅內容的帖文，另使用真實姓
名以提高「被獵頭」的機會，及集中管理不多於兩個社
交平台，謹記定期更新及分享行情，建立個人品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區政府本周
三（22日）公布2017年特首選舉方案，正當政府
積極爭取反對派議員支持之際，代表法律界的公
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將於方案出台後隨大律
師公會訪京團赴京，有消息指，訪問團將與全國
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
飛及港澳辦官員會面。至於公會成員之一、近日
牽頭成立「溫和反對派」平台的公民黨湯家驊，
仍在考慮會否隨團，他認為訪京時間較敏感，但
希望透過會面為政改謀出路。
香港支持政改的主流民意越來越清晰，反對派

表面「齊心否決」，實際上互相猜疑。被綑綁聲
言否決政改方案的郭榮鏗，將於本月27日至30
日隨香港大律師公會啟程訪京，有消息指，訪問
團將獲安排與李飛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
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以及
港澳辦副主任馮巍等見面，討論政改。

郭：純反映港人對決定看法
郭榮鏗接受傳媒查詢時承認已報名參加訪京

團，但聲稱香港現時對政改未有共識，他個人不
會向中央官員提出任何交換方案，此行目的不是
也不會去談判，而是純粹反映港人對全國人大常

委會「8．31」決定的看法，以及反對派否決政
改方案的原因。他還宣稱，按照人大「8．31」
決定制訂的政改方案，與香港基本法「有落
差」，他作為法律界代表難以放棄原則。
另一公會成員湯家驊則聲言仍在考慮會否隨

團。他昨日接受傳媒查詢時稱，今次是大律師公
會兩年一次的例行訪問，公會不會為某些政治目
的而訪京，但承認在公布政改方案後訪京，時間
較敏感，「老實說，即使我不去，很多人都說(特
區政府)正在撬我票，『湯家驊一票都已經落了
袋』，都有人這樣講。」
他又指，今次可能是表決前最後一次機會與中

央官員會面，表達香港人對人大「8．31」決定
的意見，期望透過會面，為政改謀出路，尋求解
決辦法。

曾鈺成：多與中央溝通好事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在公開活動後指，香港

無論哪一方面的人，多與中央官員溝通是好事，
有助促進社會共識。他又指，現時政改仍未完
結，希望各方盡一切努力促成2017年一人一票普
選特首，他相信如果反對派有誠意與代表中央的
官員溝通，特區政府很樂意安排。

港大生須內地交流 擬2022年起實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不少院校都希望學

生於大學時期可擴闊視野，香港大學副校長（教學與
學習）何立仁（Ian Holliday）前晚於學生活動宣布，
指校方擬制定新政策，於2022年起全面要求學生最少
須到內地及海外各交流一次，卻引起部分學生不滿。
港大發言人指，校方深信學生有機會到海外和內地透
過親身的體驗學習，將會受益更多，但在實施之前，
會開聆聽師生意見。至於是否每位學生都必須全面參
與，校方表示將有待進一步諮詢和討論。
何立仁前晚於港大學生會舉辦的高桌晚宴宣布有關

計劃，並表示此政策與港大的定位有關。對於個別學
生或抗拒內地而不願前往，何立仁表示，「若學生不
願到內地交流，就不應入讀港大。」

蘇彰德：交流是珍貴機會
港大副校長（大學拓展）蘇彰德昨日出席活動時亦

表示，有關政策已獲校內高層討論及通過，將分階段
實行。他表示，不擔心有關要求會影響港大排名，並
指出交流對學生而言是珍貴的機會，認為不論是海外

或內地，都是學習的一部分。
不過，有關政策卻引起部分學生的不滿，要求校方

交待。港大發言人昨日回應有關政策表示，該校一直
致力培育學生成為具有國際視野的世界公民，並能掌
握大中華地區的脈搏。因此，除了課堂學習之外，該
校深信學生有機會到海外和內地透過親身的體驗學
習，將會受益更多。

實施前諮詢師生意見
發言人指，大學因此訂定目標，希望在2022年，每

名學生均享有最少一次到海外及一次到內地學習的機
會。這個長遠目標，已得到大學的教務委員會支持，
但在實施之前，會開展連串的諮詢和討論，了解學
生、老師和持份者的意見。發言人表示，校方計劃為
學生提供機會，但是否每位學生都必須全面參與，將
有待進一步諮詢和討論。

張民炳：勿以政治心態看待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同港大計劃，並指出

今時今日不論在學術或工作需要上，香港都無法與內
地分割，「所以年輕人要對內地有清晰及客觀的認
識，這不是上網、看報紙就可以的，需身體力行地去
交流和研究。」他認為，有關交流計劃只是為學生的
將來作準備，認為反對者毋須事事以政治心態去看
待，「計劃也要求到海外，為何只針對內地呢？」

■港大計劃2022年起要求學生須內地及海外各交流一
次。圖為港大。 資料圖片

新一批居屋上月尾攪珠，第一粒攪出的號碼為67，但房署攪珠翌日在網上公布了綠
白表的揀樓次序，排第一的是尾數84號的綠表編號，而非67 號， 84號原本應排

34。房署當時解釋指，由於該綠表申請人是第二優先的「中轉屋清拆計劃影響家庭」，
先於其他第三優先的「家有長者優先選樓家庭」，所以他排第一。

承辦商錯列「中轉屋清拆」
不過，房署近日被揭發該綠表申請人原來是「家有長者優先選樓家庭」，而非「中

轉屋清拆計劃影響家庭」。房署亦承認今期根本沒有綠表申請人是受中轉屋清拆影響。
房署指，在復活節前後，已經打電話及發信予該申請人，通知他因為入錯資料，揀樓
次序要由第一，跌回2,200多位。換言之，在今期綠表分配到1,296個單位的情況下，
這個家庭幾乎無機會揀樓。

記者查網上次序仍未更正
然而，房署一直無公布承辦商出錯，只在4月2日，因應傳媒查詢而發出的新聞稿留
下「伏線」，提到正按既定程序詳細審核每一份申請表，申請人可能會被調整至較低的
選樓次序，而本報記者昨日再翻查房署在網上公布的揀樓次序，發現錯誤至今仍沒有更
改。

責成承辦商檢視每份申請表
至於為何出錯？房署解釋，為了處理大量申請，今次首度交由承辦商電訊盈科用電
腦技術處理及儲存申請資料，房署其後審核時，才發現部分申請在輸入資料時出錯，要
再調整揀樓次序。房署指已責成承辦商即時安排人手，全面檢視每一份申請表。房署亦
會按揀樓次序，詳細審核申請表，確保申請人應有的揀樓次序不受影響；承辦商電訊盈
科則回覆指不評論事件。至於有沒有人要為事件負責？還有多少同類個案？房署表示
仍在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一批居屋中籤者5月初開始揀樓，當

大家以為已經塵埃落定之際，房屋署突然通知居屋申請人揀樓次序出

錯，原先排第一的綠表申請人，要跌回第二千多位。房署承認是因為首

次委託承辦商，處理大量申請資料，輸入資料時出錯。房委會資助房屋

小組委員會委員黃國健對此表示驚訝，批評房署犯了低級錯誤。他指，

雖然房署把工作外判，但責任不能外判。

■房署昨日在網上公布的揀樓次序（紅圈所示），錯誤仍未更改。

■房署承辦商輸入資料時出錯，以致原先排第一的居屋綠表申請人，要跌回
第二千多位。圖為早前居屋攪珠。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