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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動物累法拉利變廢鐵
司機稱扭軚閃避 值450萬跑車迎撼5.5噸貨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積金局主席黃友嘉昨日表
示，積金局未來大計是成立核心基金和新中央電子平台，
以針對強積金收費問題及令打工仔更容易使用強積金。他
強調，強積金回報非外界所講必然虧蝕。另外，黃友嘉又
指明白有意見認為，應取消強積金的對沖機制，但他認為
對中小企僱主來說，同時供強積金及長期服務金，是變相
為僱員的退休保障「供雙份」，未必有能力承擔。
黃友嘉昨早在電台節目上表示，核心基金仍與業界商討

細節，期望可在今年年底交到立法會審議，明年可落實。
被問到未來選擇核心基金的人數預期會有多少，黃友嘉稱
不一定有很多人會選擇核心基金，但他強調最重要是提供
一個低收費和簡單易明的選擇，促進市場進一步競爭，令
收費下調，所以核心基金的管理費會以0.75%為上限，希望
可起指標性作用。

研新電子平台 方便打工仔查詢
黃友嘉續說，局方正研究新中央電子平台，因為現時強

積金的文書工作超過九成都是用紙張，期望新平台可以做
到「去紙化」及方便用戶查詢戶口資料。他又指，局方亦
關注到強積金收費問題及訊息披露事宜，稍後會再作檢
討，了解是否有地方可做得更多，至於對沖機制對低收入
及經常轉工的市民會帶來強積金流失，他認同需要面對。
被問及外界認為強積金回報差的問題，黃友嘉稱強積金

回報率並非想像中差，現時強積金管理的6,000億元資產規
模中，回報佔四分之一，達1,500億元，並非外界所講的必
然虧蝕。對於有意見建議用強積金所得回報作首次置業，
黃友嘉表示是值得討論的方向，因為強積金是用作退休保
障，而置業是重要累積財富的手段，但強調並非積金局重
點工作。
另外，黃友嘉又在另一電台訪問表示明白在對沖機制

下，很多低收入的打工仔，對沖後供款就會所剩無幾，但
他同時指出，動用對沖機制的僱主，多數都是中小企，因
此若既要供長期服務金，又要供強積金，變相是為僱員的
退休保障「供雙份」，中小企未必有能力承擔。黃友嘉認
為要解決問題，勞、資、官三方可以坐下討論。至於是否
可以達成共識，他認為不是完全悲觀，但積金局在這方面
沒有主導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駐港解放軍位於中環的軍
營再度遭遇衝擊。一名中年婦昨晨先在軍營正門毀壞一個
告示牌後，再企圖越過車輛出入口進入軍營，但及時被守
衛截停及報警。警方正扣留該名涉案婦人調查動機，案件
交由中區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
被捕婦人54歲。她涉嫌無許可證出入禁區（觸犯《公安

條例》（第二四五章第三十八條）及刑事毀壞被扣查。據
悉，警方初步調查發覺她有精神病記錄。
事發昨晨10時許，涉案婦人先在軍營正門訪客出入口毀

壞一個告示牌後，再於正門禁區範圍企圖越過車輛出入口
進入軍營，迅被守衛截停，駐港解放軍隨即將事件通知警
方，警員到場經調查後將該名婦人拘捕。
根據《公安條例》（第二四五章第三十八條），違反有關
法例，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二級罰款及監禁兩年。

■■董煜指即使現時有不少藥董煜指即使現時有不少藥
物可以治療各種癌症物可以治療各種癌症，，但無但無
奈藥價太高奈藥價太高。。 葉佩妍葉佩妍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不少人聽到「癌
症」一詞，便認為是命不久矣的絕症。然而，隨着
醫學及科技發展，癌症變成一種慢性疾病，可運用
不同方法延長患者壽命，甚至治癒。屯門醫院臨床
腫瘤科部門主管董煜表示，即使現時有不少藥物可
以治療各種癌症，但無奈藥價太高，醫管局資源有
限，他希望政府能與藥廠商討，使藥廠進一步降低
價錢。董又寄語新一代醫生，莫以為做醫生搵食好
「歎」，如果只想賺錢的話，可以去做投行，不需
要辛苦學醫。他忠告新世代，做醫生每日都要面對
生死，既要有愛心，也需具備良好的溝通技巧。
董煜1982年成為腫瘤科醫生，當時的癌症發病率

無現時高。根據醫管局的數字，現時全港每年約有
2.7萬宗新症，而2030年時便會升至每年約4萬宗。
他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發病率增加最多的是
腸癌，而且有年輕化趨勢，政府將於今年底推行大
腸癌篩查計劃，有助預防。」至於患癌的原因，董
煜認為超過90%是環境因素，小部分是遺傳，而食
煙、飲酒、肥胖及少運動則會增加患癌機會。
他介紹，治療癌症有三大方案，包括手術、電療及

化療。傳統手術創傷較大，十多年起發明微創手術，
傷口較小，病人康復較快。電療方面，現時已由二維
發展為三維，電療劑量更集中針對腫瘤，對正常細胞
組織傷害較小。他舉例：「以前接受二維電療的鼻咽
癌病人，會出現嚴重口乾、耳聾後遺症，但現時電療
科技已大大減小副作用。」在治療鼻咽癌、胃癌及
腸癌時，同時使用電療及化療效果更佳。

標靶藥貴需平衡資源分配
董煜關注癌症標靶藥出廠價太高的問題。他稱，
有病人組織希望醫管局把某些標靶藥納入藥物名
冊，惟標靶藥是否有效在於針對的「靶」，而且效
力亦不太持久，平均僅八九個月。在資源有限下，
公營機構要平衡分配，顧及成本效益。他解釋：
「藥廠游說醫管局購藥，但藥價太貴，而藥廠又指
藥價由總廠決定，不能隨便減價，因此大家爭持不
下，唯有靠政府努力與藥廠談判，爭取最低價
錢。」現時，醫管局最大資源投放在風濕及血液科

藥物，因患者眾多，需要數量相對較多。

嘆有患者驚到放棄治療
董煜指出，當癌症不再是「不治之症」時，醫生更鼓勵患者
積極接受治療。但是，仍有一部分患者選擇放棄。有病人因害怕
甚或不肯承認患癌的事實而放棄治療，結果癌細胞擴散，對此他
感到很無奈，但仍會尊重病人決定。每天面對生死，董煜坦言：
「若天註定你活到多少歲，不一定患癌你也會離世，即使患上癌
症，也不要怨自己是否前世做錯事或生活習慣不好，反而要積
極面對，改變生活習慣，並與家人及醫療團隊一起努力。」

囑學生想飛黃騰達勿讀醫
董又寄語那些準備做醫生的學生：「莫以為做醫生好歎，又

可以飛黃騰達，如果只想賺錢，那麼以他們的聰明才智可以去
做投資銀行，不需辛苦讀醫科。」他給醫科學生的貼士是，做
醫生每天面對生死，要能接受病人離世，也需要有愛心及良好
的溝通技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輛價值

逾450萬元的法拉利跑車，昨晨在沙田馬

場對開失控與凍肉貨車迎頭相撞，名貴超

級跑車慘變一堆廢鐵，猶幸兩車司機及貨

車一名乘客僅受輕傷。跑車司機事後聲稱

為閃避不明動物扭軚致失控，警方正調查

意外原因。

失事變廢鐵的名貴法拉利跑車，型號「599
F1」，全車火紅色。根據車輛登記資料顯示於

2009年出廠，當年車價逾450萬元，登記在一間國
際投資公司名下。

車頭剷入貨車底 3人傷
昨晨8時38分，43歲姓何男司機駕駛該輛火紅色
法拉利跑車，途經沙田馬場主看台停車場對開的服
務路時，司機報稱為閃避不明動物急扭右軚，導致
跑車失控越線，與逆線一輛運送凍肉的5.5噸密斗貨
車迎頭對撼，兩車車頭嚴重毀爛，其中低重心的法
拉利跑車，車頭更一度剷入貨車底，以致車頭嚴重
扭曲變形，毀爛如一堆廢鐵，碎片及飛脫的零件散
滿一地，而貨車的右前車軸也告折斷。
警方接報趕至，將現場一段路面封閉調查。肇事

跑車姓何司機聲稱感到胸口痛，42歲姓李貨車司機
頸及腰部劇痛，貨車上43歲姓楊乘客則頭痛暈浪不
適，警方安排救護車將3人送往沙田威爾斯醫院治
理，肇事跑車及貨車其後由拖車拖走，現場路面在
清理妥當後重開。

法拉利「599 F1」跑車，汽缸容量5999cc，採用
V12引擎，由0至100公里加速僅需3.7秒，最高時
速可達328公里，是名副其實的超級跑車，乃城中名
人至愛，藝人郭富城、「快勞夾大王」杜振源及商
人兼馬主胡偉林等均為捧場客。

■沙田馬場服務路法拉利失事與貨車相撞現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環境局電力市
場未來發展的公眾諮詢於個多月前完結，有環團
調查顯示， 84%受訪者認為政府應開放電網；在
電力公司承諾購買社區生產的電力作前提下，有
53%受訪者表示會考慮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
發電。環團建議在2018年的《管制計劃協議》
中，為分布式電力加入上網電價安排，令更多人
可參與發電。

83%盼逐步取代化石燃料發電
世界自然基金會昨日公布的調查顯示，84%受
訪者認為政府應開放電網，鼓勵更多投資者發展
可再生能源。調查還顯示，83%受訪者同意政府
應逐步以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發電，以解決
氣候變化引發的空氣污染問題。在電力公司承諾

購買社區生產電力的前提下，有53%受訪者表示
會考慮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有66%人
指，兩電應該向現有運用太陽能及生物柴油的機
構或團體回購電力。
基金會香港分會助理經理古偉牧指，目前本港

兩間電力公司受《管制計劃協議》保障，若發展
再生能源，可享有巨額利潤，故認為電力市場必
須改變，並建議在2018年的《管制計劃協議》
中，為分布式電力加入上網電價安排，令更多人
可參與發電。
在大澳棚屋居住的陳小姐，家有4人，兩個月
的電費需1,000多元，希望可節省用電及減少污
染。她計劃在屋頂加裝4塊太陽能發電板，但安
裝費需要20萬元，即46年才可回本，價錢偏高
需再考慮。

■古偉牧建議，在2018年的《管制計劃協議》中，為分布
式電力加入上網電價安排。 鮑旻珊 攝

84%人倡開放電網拓可再生能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3名外籍男女學生，昨凌晨
涉酒後到薄扶林數碼港商場一
間開放式咖啡店，打開食物櫃
偷取飲品及食物，之後在平台
就地開餐，被接報馳至警員人
贓並獲，警方將案暫列「爆竊」處理。
被捕兩女一男外籍青年均為同學，男名Kaaka（17
歲），兩名女子分別是Ann（18歲）及Aneke（17歲）。
現場為薄扶林資訊道100號數碼港商場2座一間開放式咖

啡店。昨凌晨3時許，48歲姓陳保安員在商場巡邏時，發
覺咖啡店的食物櫃櫃門被撬毀，內有食物失去，疑遭爆
竊，於是報警。警員到場調查並兜截賊人，未幾在附近平
台發現一男兩女外籍青年正大快朵頤開餐，現場有不少疑
屬於餐廳失竊的食物，於是當場將3人拘捕。
遇竊咖啡店昨晨如常營業。有職員透露店內被取走少量薯片、
麵包、士多啤梨及飲品，損失約共400元。由於露天茶座遺有
一個威士忌空樽，不排除有人自備洋酒飲用，酒後帶醉犯案。

3洋學生「醉爆」咖啡店偷薯片

■咖啡店食物櫃被撬開。

怪婦毀告示牌圖闖軍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元朗新田一油站，昨凌
晨被兩戴鴨嘴帽及口罩蒙面匪徒持刀打劫，將女職員綁
起，繼而打開收銀機掠去現金2,200元。警方正追緝兩名
劫匪歸案。
遇劫油站位於青山公路潭尾段近壆圍。昨日凌晨約2時
半，兩名戴鴨嘴帽及以口罩蒙面男子闖入油站便利店收銀
處，其中一人持牛肉刀指嚇女收銀員聲稱打劫，繼而用膠
紙將她綁起制服，之後打開收銀機搜掠，得手後逃去。遇
劫56歲姓胡女收銀員其後外出求救，驚動同事代為鬆綁及
報警，她沒有受傷，經初步點算證實收銀機有2,200元營
業額被劫走。
兩名劫匪同身高約5呎4吋，瘦身材，案發時分別戴上

鴨嘴帽及口罩，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二隊已接手調查。

兩蒙面刀匪夜劫油站綁女職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黃大仙慈雲山中心昨晨發
生食客衝突演變成襲警事件。
兩名食客光顧食肆時，疑因眼
神接觸問題發生爭執並動武，
警員接報到場時，其中一名躁
漢涉向警員面部吐口水，並踢
傷救護員，終被制服拘捕。

被捕躁漢姓楊、48歲，涉
嫌普通襲擊、襲警及襲擊公
職人員被捕。
事發昨晨10時19分，楊到

慈雲山中心一食肆光顧，其
間疑因眼神接觸問題，與在
場另一名22歲亦姓楊食客發
生爭執，繼而動武，有人涉

打傷對方面、手臂及手指，
37歲姓羅食肆職員見有食客
打架於是報警。
警員接報到場時，48歲的

楊仍情緒激動，有人並向兩
名警員面部吐口水，警員遂
將其制服及戴上手銬。在場
救護員上前協助制服疑人
時，亦被踢傷左腳。事後，
涉傷人躁漢因情緒激動，與
兩名遇襲傷者同送院治理。

「眼超超」打食客 躁漢吐口水襲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頭剛誕下
5隻幼犬的唐狗，昨晨在昂船洲公眾貨物起卸
碼頭不慎墮海發出悲鳴聲，有路人經過聞聲
卻不見狗隻蹤影，懷疑狗隻被困在碼頭底，
於是報警。消防員到場派出蛙人落海，發現
該頭母狗在水中攀住枕木待救，乃將牠救
起。唐狗未有受傷，獲救後即時趕返狗巢餵
哺幼犬。
墮海險遇溺的是一頭黃毛雌性唐狗，是碼頭
工人收養的「自來狗」。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到
場聯絡上狗主，證實牠剛於一星期前誕下5隻幼
犬，懷疑牠外出覓食時墮海。由於牠沒有受傷，
獲救後已即時返回狗竇餵哺幼犬。
現場消息稱，該頭母狗數月前在昂船洲公眾
貨物起卸碼頭出沒，被碼頭工人收養，並以木
板建造一間狗屋供其棲身。牠早前懷孕，至一

星期前剛誕下5隻小狗，小狗至目前仍未開眼。
昨晨10時許，有途人在碼頭聽到狗隻悲鳴

聲，惟不見狗隻蹤影，由於聲音來自碼頭底
部，途人懷疑有狗隻墮海，遂致電報警。消
防蛙人接報到場落海搜索，果然發現一隻黃
色唐狗墮海，在碼頭底攀住枕木待救，於是
將牠救起送回岸上。

分娩後搵食墮海分娩後搵食墮海 狗媽媽獲救速餵狗媽媽獲救速餵BBBB

■墮海母狗由消防蛙人救起。愛護動物協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天水圍俊宏
軒及大角咀一唐樓，昨日分別發生涉及電器
短路的火警。在俊宏軒，疑有人在手機鋰電
池充電期間外出，電池突短路失火波及雜物
產生大量濃煙，大廈約70名住客慌忙逃生。
大角咀則有唐樓天台洗衣機過熱起火，更波
及兩瓶壓縮氣體引發爆炸，猶幸兩宗火警均
迅被消防員救熄，無人受傷。
疑因充電池短路失火單位位於天水圍天瑞路

俊宏軒第一座22樓。昨晨約10時35分，單位突
冒出大量濃煙，不少街坊目睹紛紛報警。消防
員接報趕至登樓破門開喉灌救，約20分鐘後將
火救熄，惟起火單位嚴重焚毀，外牆亦告熏黑，
幸無人受傷。其間大廈約有70名居民疏散，當
中一名男子慌忙中一度抱着枕頭逃生。
消防員初步調查，不排除肇事單位一名32歲
姓黎住客在家為手機鋰電池充電期間，未終止
充電便外出，其間電池疑因短路漏電招來祝融。

大廈天台洗衣機釀爆炸
同日，大角咀洋松街12號近松樹街一幢舊

唐樓天台上午約9時40分突起火，一時濃煙
滾滾並傳出兩下爆炸聲。消防員接報趕至，
立即拖喉登樓救火及協助住客疏散，更封路
升起雲梯向火場射水灌救，約10餘分鐘後將
火救熄。
消防員調查後，相信是一部放置在天台的

洗衣機因機件過熱起火，火勢更波及附近兩
瓶已使用的壓縮氣體導致輕微爆炸，幸無釀
成傷亡。

手機叉電焚宅 70住客逃命

■天水圍俊宏軒發生火警單位外牆遭熏黑。 談核心基金管理
黃友嘉冀明年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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