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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
宣佈推行「全城清潔2015＠家是香港」行

動，並委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統籌，擔任
「清潔大隊長」。活動由昨日開始，合共有8個
政策局、19個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參與，為期
兩個月，全港18區將舉辦逾90項活動。

各政策局部門與區會社團合作
林鄭月娥昨日於活動啟動禮上致辭時表示，
特區政府在「後政改」時期，會集中精力處理
經濟民生工作，為回應市民對維持香港市容整
潔和確保公眾衛生的殷切期盼，決定開展運
動。各參與的政策局和部門會制定工作計劃，
加強其管轄範圍的清潔工作，亦會與區議會及
社區團體緊密合作，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鼓
勵社會各階層積極參與及配合今次運動。
她又說，相關政府部門會深入研究如何加強
處理「老、大、難」的環境衛生問題，包括加
強改善「三無大廈」公用地方、私家街及後巷

的環境衛生、積極處理海岸垃圾、加強監察及
打擊非法棄置的建築廢物。

檢視現行做法 針對衛生黑點
政府又會深入檢視現行做法，例如有關廢物

收集服務和街道潔淨服務外判合約的招標安
排、管理、監督等做法，以及私人與政府之間
或部門與部門之間因權責不清而出現無人理會
的衛生黑點，希望針對性地作出改善。

高永文盼清潔香港成市民習慣
有份出席啟動禮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表示，「希望這不是一個只維持兩個月的清潔
行動」，活動完結後，會繼續與18區食物及環
境衛生委員會的正、副主席舉行會議，商討如
何把清潔香港的精神和行動持續下去，成為市
民的恒常習慣。
首項清潔活動「灣仔區全城清潔齊動手」今

日舉行，高永文聯同灣仔民政事務專員陸綺
華、灣仔區議會主席孫啟昌等到區內後巷清
潔，亦會在堅拿道西天橋底派發清潔包。
港府過往曾數次舉辦全港大型清潔行動，包

括2003年沙士後，2009年豬流感後，以及2013
年的類似行動。

「大隊長」出動 踐行「潔港」承諾
林鄭：研解環境頑疾 改善「三無廈」衛生 嚴打亂扔建築廢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事

隔兩年，港府再次推出全城清潔大行

動，由昨日開始，展開為期兩個月的

活動，推廣環境和家居衛生，政府官

員亦會親自落區清潔街道。被委任為

「清潔大隊長」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昨日在啟動禮上表示，政府會研究

加強處理根深柢固環境衛生問題的方

法，包括改善「三無大廈」共用地

方、後巷衛生、海岸垃圾，以及加強

打擊非法棄置的建築廢物。

■林鄭月娥（右三）表示，政府會研究加強處理根深柢固環境衛生問題的方法。 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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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內地官員
騙財案時有發生，警方上月錄得729宗新
增個案，數量顯著上升。警方昨日表
示，騙徒變得更有組織，已成立專案小
組跟進調查，市民若接獲聲稱是內地執
法部門的電話，99.9%是假冒的，強調內
地執法部門不能直接與市民聯絡，呼籲
市民切勿上當。
再有假冒內地官員騙財案，警方上月

錄得729宗個案，損失金額相當於今年上
半年總和逾3倍。刑事及保安處處長羅夢
熊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騙徒曾假
冒內地公安及中聯辦，單一個案被騙最
多數百萬元，警方已成立專案小組跟進
調查，至於該729宗受騙案，合計損失金
額高達8,540萬港元。

設假網上載偽造通緝令資料
羅夢熊指，騙徒近日出新招，變得更有

組織，部分騙徒更設立虛假網站，上載偽
造通緝令資料，令事主信以為真。他指市
民若收到聲稱是內地公安的電話，
「99.9%係偽冒」，因為各地執法部門必
須透過本港警方向有關市民索取資料，不
能直接與市民聯絡，呼籲市民切勿上當。
行動處處長劉業成則指，騙徒手法不

時改變， 可能偽冒信用卡公司套取個人
資料，手法不外乎聲稱中獎或令對象驚慌，甚至或
日後假冒社署職員，企圖騙取金錢及事主個人資
料，提醒市民收到陌生電話，要求索取個人資料或
金錢時，千萬不要上當，警方會加強宣傳，提高市
民認知。

李偲嫣：感謝警處理「佔禍」克盡己任

查鉛水至少半年
獨委會人選難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文森）食水含鉛
風波停不了，政府早前宣佈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事
件，但至今仍未公佈人選。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表示，計劃以「一加一」形式組成二人委員
會，物色人選不容易，估計調查工作至少需時半
年。另外，房屋署昨日與今日安排穿梭車，接載啟
晴邨、榮昌邨、葵聯邨及牛頭角下邨已登記居民到
瑪嘉烈醫院驗血。

「一加一」組成 法官任主席
行政長官梁振英於兩星期前宣佈成立獨立調查委

員會，全面調查公屋食水含鉛量超標事件。署理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主動提及成
立委員會的進展，透露委員會以「一加一」形式組
成，即一名主席加一名委員。她表示，主席會由一
位法官擔任，她已與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商量，對方
正積極物色人選，另外她亦親自接觸過委員人選，
但至今仍未能公佈。

林鄭：有信心短期內找到人選
她表示，委員會工作量非常繁重，估計整個調查工

作至少需時半年，覓得人選並不容易，「短時間要找
一位在社會上有公信力，亦有這種經驗的人士實在不
容易，因為每一位人士手上都有一些工作，要他們在
短時間內放下這些工作，會有一定困難」，但她有信
心可在短期內找到願意接任的人選。
林鄭月娥會見傳媒期間，沙田水泉澳邨新民主同

盟區議員丘文俊持請願信到場抗議，要求她親自到
水泉澳邨視察，並再次為水泉澳邨全面驗水。他被
工作人員帶走後，再趁林鄭月娥乘車離開時，跪地
數秒要求她接收請願信，但未獲理會。他質疑當局
罔顧水泉澳邨食水安全，感到失望。
房屋署連續第三個周末安排穿梭巴士，到被驗出

食水含鉛量超標的榮昌邨、牛頭角下邨、啟晴邨及
葵聯邨，接載已預約的公屋居民到瑪嘉烈醫院驗
血，班次為每15分鐘一班。有居民對政府有關驗
血及接駁街喉供水的安排感到滿意，亦有居民認
為，要等待至本周末才獲安排驗血「實在太耐」。

梁美芬：「佔中」者涉潑液挑釁警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撐警大聯盟昨日舉行遊
行，不少退休警員及其家屬出
席，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右圖，梁祖彝 攝)亦到場支
持。梁美芬表示，已是第二次
參與大聯盟遊行，皆因家中兩
位叔叔都是退休警員，故到場
支持。

朱經緯案七警案勿以偏概全
被問及朱經緯案及七警案正
在等待律政司意見，梁美芬希
望市民不要以偏概全，事實反
映「佔中」期間，不少示威者
向警方作出挑釁行為，警員長
時間執勤亦出現過度疲勞、體
力透支等情況，所以不可只聽

從反對或支持
任何一方的聲
音。她又指，
針對七警案的
環境證供，涉
事人當晚向警
方潑灑不明液
體，極可能傷
及警員，故應
考慮多方因素，自己則對此抱
持開放態度。
她補充指，若案件涉及刑事

成 分 ， 應 採 取 合 理 懷 疑
（beyond reasonable doubt）調
查方式；若涉及警方行為守
則，就應交由警方決定是否成
立紀律委員會調查，公眾不應
未審先判。

市民：警表現滿分 遭針對不公
撐警大聯盟一周年勝利遊行集會

吸引過百名市民參與。有市民指，
警方表現出色卻仍遭各方批評，若
然身處香港，就沒有不到場支持的

理由。另有市民指，警隊表現滿分，而社會已
嚴重撕裂，市民應放下爭拗。

與丈夫一同到場支持的羅太表示，去年首次
遊行時身在海外未能出席，今年身處香港，就
沒有不到場的理由。她又指，警方近年表現出
色，卻遭各方批評針對，心裡不禁難受。尤其
近日港大學生搗亂校委會現場，不但指罵因受
傷而倒地的醫生，更企圖阻礙救護車離去，批
評有關學生「讀死書」，若延遲拯救隨時「搞
出人命」；又讚揚警方到場後即時協助救護員
的行為盡責。羅太又指，警方近期表現滿分，
日後除非家有要事，否則必定會繼續出席活動
支持。

退休警：執勤遭辱罵損士氣

另一到場支持的退休「沙展」伍Sir指，警隊
表現同樣值滿分，坦言今時今日當差，面對壓
力在所難免，但不應在執勤時被公眾以粗口
「兜口兜面亂噴」，此舉會對士氣造成打擊。
他又指，對比以往當差感受的壓力，難與今天
警員承受的相比，認為社會已嚴重撕裂，市民
應放下爭拗。

退休人士黃先生亦指，已是第二次參加撐警
大聯盟的遊行，認為聯盟成員主演的話劇反映
出社會問題，李偲嫣扮「學生妹」更是維妙維
肖，笑言每次話劇都有驚喜。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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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太 梁祖彝 攝 ■伍Sir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撐警大聯盟成立一周年舉辦
遊行集會，昨日近150名參加者向警方表示支持，更向警隊
送上粉紅色心形貼紙。召集人李偲嫣表示，期望透過活動提
醒市民不要忘記警隊處理「佔禍」的辛勞，又指香港與外國
相比相當穩定，警隊功不可沒。被問及朱經緯及七警事件，
她認為只屬個別事件，不應當作整個警隊的行為。

「熱狗」「本土」騷擾撐警聯盟集會
警隊處理「佔中」期間克盡己任，卻被批評濫用武力，為

支持警隊嚴正執法，撐警大聯盟昨日在遮打花園舉行一周年
勝利撐警大遊行及集會，吸引近150名支持警隊的市民參
與。但活動遭大批來自「熱血公民」及自稱「本土前線」的
反對者騷擾，為免發生衝突，警方在中環港鐵站及遊行沿途
設置大批警力，維持現場秩序。

粉紅心形貼紙贈警隊
眼見不時有零星衝突發生，大聯盟召集人李偲嫣在遊行開
始前，呼籲參加者保持克制，大會已安排佩戴深藍色臂章的
糾察隊監察，又批評在花園另一邊聚集的反對者「愧對香港
人」，其後指示工作人員把預先準備好的粉紅色心形貼紙派
發予參加者。大會隨後在下午3時半起行，由遮打花園遊行
至灣仔警察總部，並高呼「香港警察無得頂」、「抹黑警
察，破壞香港」等口號。
遊行隊伍沿金鐘道東行線向警總進發，參加者抵達後，在
事先掛在門外的巨型白色橫幅上，貼上大會派發的粉紅色心
形貼紙以表支持，其後隊伍沿謝斐道右轉至分域街及軒尼詩
道返回遮打花園。
李偲嫣表示，自2013年8月4日以家長聯會身份在旺角首
次舉辦撐警集會，及去年8月3日成立「撐警大聯盟」並舉行
首次遊行，今年再接再厲，希望提醒市民不要忘記警隊在
「佔中」期間的辛勞，8月4日將會有慶祝成立一周年活動。
對於大會口號所指的「勝利」，她指警方處理「佔中」克盡
己任，不但未有發生嚴重傷亡，「佔禍」亦沒有跨越至2015
年，相比國際性示威活動，香港相當穩定，警隊功不可沒。
被問及頻頻被反對派狙擊的朱經緯及七警事件，李偲嫣認

為只屬個別事件，不能代表整個警隊的行為。她補充，加上
現時朱經緯已離任，監警會應接受警方提供的新資料，並同
時拒絕有政治立場的委員繼續留任。

籲善心人入會買精品義助大聯盟
昨日大會在現場設置義賣站，李偲嫣指，大聯盟只是民間

自發的團體，既沒有收取「黑金」，亦沒有政黨支持，只能
自負盈虧，認為即使是遊行過後舉辦的話劇表演亦需要道具
費，故希望善心人士即場入會及購買撐警精品，義助大聯
盟。

話劇諷「黃絲」收「黑金」
至於大會的話劇表演，諷刺「黃絲」收「黑金」，又有演

員以一身泳裝扮演「佔中」糾察長郭紹傑、民主黨黃碧雲及
七警案涉事者曾健超，另有演員穿上寫有「壞人」的黃色T
恤。李偲嫣指，希望市民不要再中「黃屍毒」。

■李偲嫣表示，期望透過活動提醒市民不要忘記警隊處理「佔禍」的辛勞。 梁祖彝 攝

■參加者向警隊送上粉紅色心形貼紙。 梁祖彝 攝 ■逾百參加者向警方表示支持。 梁祖彝 攝

■有市民指李偲嫣扮「學生
妹」維妙維肖。 梁祖彝 攝 ■話劇諷刺「黃絲」收「黑金」。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