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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鉛委會成立 特首：按報告追責
法官陳慶偉任主席 委員黎年 料9個月內交報告

鉛超標添兩邨 當局研採法律行動

再多10童血鉛超標 最細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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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訪兩部門
了解鉛水檢測

行政會議昨晨舉行特別會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批准了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第八十

六章）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食水含鉛超標事件。
梁振英會後在行政長官辦公室地下大堂會見傳媒時
宣佈，委任陳慶偉法官為委員會主席兼委員，黎年為
委員，並預期委員會將於9個月內向特區政府提交報
告，在有需要亦可以提交中期報告。

查「鉛」頭 檢討建議食水安全
他強調，特區政府非常重視香港的食水，尤其是公

共屋邨出現食水含鉛超標的事件。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是：
一、確立公共租住房屋項目食水含鉛超標的成因；
二、檢討和評定香港食水現行的規管及監察制度是

否適當；
三、就香港食水安全提出建議。

公信力高 不受政治影響
梁振英指出，委員會是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成

立的，委員會有法定權力去傳召證人、取證等。委員
會擁有高度的公信力，陳慶偉法官是現任高等法院原

訟法庭法官，黎年曾擔任廉政專員及申訴專員，他們
的取證及作出的結論和建議都不會受任何政治影響，
不會有政治考慮，並相信憑着他們的資歷和豐富的公
共服務經驗，必定能夠就食水含鉛超標事件作出獨
立、公正和全面的調查。
被問及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職權並不包括追究責任，

梁振英承認，委員會是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
的，並不是一個法庭，不會就刑事或民事責任作出裁
決，但委員會查出事實的真相，「政府在收到報告，
包括如果它提出中期報告，收到中期報告之後，政府
會積極跟進，追究責任」。
有人擔心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調查與警方研究的刑事

調查會有重疊，梁振英指出，獨立調查委員會有權自
己決定去傳召哪些證人和採納哪些證據等，「我們是
不會代獨立調查委員會來決定它做不做一些譬如是警
方或者其他委員會已經做了的工作。」
針對有人質疑調查委員會只有兩名委員，不足以全

面調查事件，梁振英回應說，「我們過去的獨立調查
委員會人數都是差不多，曾經也有獨立調查委員會只
有一個人，上次調查南丫島撞船事件的時候亦都是兩
位。」

陳：調查公開徹底 竭盡所能
陳慶偉其後發表聲明，指他和黎年完全理解市民十

分關注香港的食水安全，「我們會確保委員會的調查
工作是公開而徹底的，並會竭盡所能履行職責。我們
會在准予的時間內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行

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宣佈，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批准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成

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食水含鉛超標事

件，並決定委任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陳

慶偉為主席兼委員，前廉政專員、申訴專

員黎年為調查委員會委員。他指出，調查

委員會有高度的公信力，取證及作出的結

論和建議都不會受任何政治影響，加上具

有傳召證人及取證等的權力，可以全面、

深入、獨立地調查找出事故原因，及提出

保障香港食水安全的建議措施。他估計委

員會可於9個月內提交報告，又強調特區政

府在收到報告後，會公開報告及積極跟

進，包括追究相關人等的責任。

獨立調查委員會委員簡介（*）
主席兼委員：陳慶偉

1998年加入司法機構任裁判官
2007年獲委任為區域法院法官
2012年獲委任為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委員：黎年
1999年至2002年間任廉政專員
2002年至2007年間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
長（庫務）
2009年至2014年獲任命為申訴專員
現於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擔任教授
（*）委員會秘書為首長級乙級政務官李杏怡

■■陳慶偉陳慶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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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昨日下午到訪水務署及政府化驗所，
了解部門在水質監控和檢測，特別是在公共屋邨
食水含鉛事件中的工作。
林鄭月娥首先到訪水務署位於沙田濾水廠的新

界東化驗室新翼，在水務署署長林天星的陪同
下，聽取總水務化驗師陳健民簡介水質科學部的
水質監控工作。水質科學部從東江水接收點、集
水區、水塘、濾水廠、配水庫和輸水管抽樣檢
測，確保食水水質在各方面均符合世界衛生組織
《飲用水水質準則》的要求。她並參觀了化驗
室，了解測試食水含鉛量的先進儀器「電感耦合
等離子體質譜儀」的運作。
林鄭月娥隨後到訪政府化驗所位於何文田政府

合署的化驗室，在政府化驗師單慧媚博士的陪同
下，了解政府化驗所提供的化驗及支援服務。她
亦參觀分別用作化驗食水及焊接物料含鉛量的儀
器，以及了解如何透過「X-射線熒光光譜分析
法」檢測技術，測試物料的表面是否含鉛。
在參觀期間，林鄭月娥讚揚水務署水質科學部

及政府化驗所的人員，面對因公共屋邨食水含鉛
事件而工作需求劇增，仍然緊守崗位、竭盡所
能、專業勤奮。她並鼓勵兩個部門的同事，繼續
以保障食水安全及公眾健康為目標，為市民服
務。
在公共屋邨食水含鉛事件中，水務署及政府化
驗所全力配合政府的跟進工作，並適當抽調其他
組別專業和技術人員提供支援，除檢測食水的含
鉛水平外，亦以專業知識為調查食水含鉛量超標
提供技術支援及研究。

近期鉛水風波不絕，帶挈濾水器商戶生
意急升。昨日在灣仔會展開鑼的美食博
覽，3樓的「家電‧家品‧博覽」展館內，
幾乎每行攤位均可見濾水器商戶的蹤影。
有商戶抓緊商機，受鉛水影響住戶購買濾
水器可以優惠價購買清洗水管服務，並透
露鉛水事件後生意明顯增加。

「潔淨管」負責人黃振宇昨日指，該
公司在鉛水事件後收到的查詢急升，本
月入口美國生產的家用除鉛濾水器，價
值逾2,000元一套，昨日半天內已售出十
幾套。他透露，今屆會場內賣淨水產品
的競爭者明顯增加，「目測場內都有七
八間」，估計今年生意可升40%。

「日本還元水」負責人黃稀瑜表示，
確有更多市民查詢機器能否除鉛，甚至

曾有自稱住所受鉛水困擾的居民到場
「呻」。黃稀瑜指出，去年只有三四個
淨水牌子，今年多了來自韓國及其他地
區的淨水品牌出現，但強調其公司一部
售價近3萬元的淨水機器是物有所值的，
不會因競爭對手增加而減價應戰。

退休人士楊太太表示，購買濾水器同
時還要負擔濾芯價格，一年平均要花
1,000 元換芯，但認為買濾水器也只是
「求個安心」，未必有實際作用，「有
時配件從內地來，你只會考慮配件值不
值得買，不會想到含鉛嘛！」她指，公
屋住戶可以驗水鉛成分，但私樓住戶無
驗水服務，只能「硬食」。

除鉛有標準 市民須慎選

不過，市民在選購濾水器時必須留
意。根據特區政府早前指，市面上一般
濾水器並無法除鉛，只有符合美國NSF
53標準有除鉛效能認證的濾水器，可以
有效減少食水中的鉛含量。由於濾水器

在除鉛的同時，會去除食水的殘餘氯，
令水中細菌容易滋生，所
以經過濾的水須煮沸才可
飲用。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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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特首梁
振英昨日宣佈委任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陳慶
偉，出任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主席。多名建
制派議員指，由法官組成調查委員會具有公信
力，可以持平和客觀地調查事件。不過，反對派
立法會議員仍要求立法會舉行特別大會，討論引
用特權法調查事件。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出席
一活動後回應指，立會並無迫切需要成立專責委
員會，故他認為無須舉行特別大會討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昨日指，獨立調查委員

會由法官組成具有公信力，可持平和客觀進行調
查。他認為，鉛水事件牽涉的環節複雜，委員會需
要就事件提出牽涉不同範疇的檢討措施，調查相當
複雜，工作量多，需要9個月時間去處理是可以理
解的。他擔心若立法會再引用權力及特權法進行調
查，會架床疊屋，更會令事件政治化。
經民聯表示，調查委員會兩人的公信力毋庸置
疑，相信委員會能公正不阿，不偏不倚地查出真
相，不會受任何政治因素影響。在委員會工作的
同時，特區政府應減免目前受影響居民的水費，
及為食水含鉛超標的屋邨住戶免費加裝合適的濾
水器，和提供情緒輔助支援，紓緩巿民憂慮。
西九新動力主席梁美芬相信，公眾會認同委員會

兩名委員的公信力，並建議委員會在調查時邀請在
水務、建築工程方面專家提供獨立、專業意見，又
要求政府根據委員會提交的報告，調查政府內部是
否有人要問責，和跟進一切可能的刑事。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稱，委員會只由兩人

組成，令人懷疑能否有效在短時間內完成報告，
而需時9個月才能完成報告時間上太長，會拖慢追
究刑責及申索賠償的進度，又稱調查委員會並無
講清楚追究責任問題，故立法會應舉行特別會
議，討論引用特權法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

曾鈺成倡內會召開特別會議
曾鈺成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回應指，立法會主

席確實有權召開特別會議，但他認為今次事件沒
有迫切性，不開會也沒有「不可挽回的後果」。
他建議內會召開特別會議，邀請官員接受質詢更
為容易，他已通過秘書處通知議員考慮，預計一
兩個星期，甚至數天內就可召開。
反對派27名立法會議員晚上即去信內會主席梁

君彥，要求召開特別內務委員會討論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
醫管局昨日公佈再多10名小童驗
出血液含鉛量超標。醫管局質素
及安全總監區結成表示，最新277
個血液樣本當中，10個驗出血鉛
含量高於世衛標準，全屬小童。
該10名小童每100毫升血液含鉛
達5.37至7.9微克(世衛標準為5微
克)，超標最嚴重的為一名1歲小
童。
區結成昨日表示，有見居民驗

血需求增加，醫管局將於月底開
始，每個周六及周日有兩間公立

醫院同時提供驗血服務，可處理
約720個血液樣本，希望可盡快為
居民提供驗血報告，陸續提供驗
血服務的醫院將包括威爾斯親王
醫院、廣華醫院、東區醫院、明
愛醫院及瑪麗醫院。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監測及流

行病學處主任程卓端指，現時難
以判定住戶健康風險，需了解住
戶飲用食水的多少、長短、用水
習慣，及身體吸收鉛的狀況。但
她強調，受影響住戶應立即停止
飲用相關食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食水含鉛量
超標風波擴大，再有兩條屋邨驗出食水含鉛
超標，令香港至今累積10條公共屋邨「中
招」。港府昨日公佈，元州邨第二、四期及
彩福邨在新一輪化驗中被驗出含鉛量超標，
其中一個樣本竟超標逾14倍，屬至今超標最
嚴重的樣本。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表
示，已去信該兩條屋邨的承建商有利建築，
不排除採取相應的法律行動。

一水辦超14倍 至今發現最高
房屋署日前為2005年至2010年落成的公

屋項目進行有系統抽樣驗水工作，發現深水
埗元州邨第二、四期及觀塘彩福邨食水含鉛
超標。元州邨135個樣本中，19個樣本含鉛
量超標，含鉛水平介乎每公升11微克至153
微克，其中一個來自元健樓的單位竟超標逾
14倍，屬至今發現超標最嚴重的樣本。至於
彩福邨，90個樣本中有13個超標，含鉛量介
乎每公升11.9至89.2微克。
張炳良表示，當局關注事件，已去信予該
兩條屋邨的承建商有利建築，要求提供更詳
細資料，解釋為何食水含鉛量超標以及屋邨
的焊料含有鉛的成分。他表示，將向房委會
投標小組委員會匯報有關情況，委員會可考
慮按現有投標機制，決定是否對相關承建商
採取行動，例如限制參與房委會投標項目，
甚至在名單上除名。

應耀康：爭取本月兩邨裝濾水器
房屋署署長應耀康表示，針對相關食水含

鉛問題，已向承建商增加新限制，包括檢驗
焊料中有否含鉛。此外，當局亦一如過去幾
條被驗出有超標樣本的屋邨做法，為該兩條
屋邨的居民提供樽裝水，並於每幢樓下擺放
水箱及盡快為每幢樓設街喉等。應耀康表
示，已即時與有關承建商跟進，增加採購濾
水器的數目，爭取在8月24日為元州邨及彩
福邨居民安裝濾水器。

顏汶羽促放寬驗血門檻
青年民建聯主席、彩福邨當區議員顏汶

羽昨日直斥，當局要居民集體簽名才肯驗
水的做法屬不負責行為。他責成當局要加
快安裝濾水器及更換喉管，並放寬驗血門
檻至所有18歲以下人士、長期病患者及受
影響居民。觀塘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
席柯創盛指出，當局要改善通報機制及加
快善後速度，為受影響居民提供更多免費
樽裝水。

城大設專組查「鉛」
另外，城大學生會昨日稱，於校內抽取的
食水樣本中，發現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抽取
的兩個水樣本含鉛超標，每公升含鉛量分別
為11微克及18微克。城大回應指，上月中
在校內抽取33個食水樣本的含鉛量均符合世
衛標準，惟上月31日抽取的16個樣本，於
昨日得出的結果顯示有兩個樣本輕微超標，
校方已成立專責小組，調查鉛水源頭及尋求
徹底解決方法，並會不計代價，確保校園飲
用水安全。

■林鄭到訪水務署及政府化驗所了解水質檢測工
作。

■■家品博覽內家品博覽內，，市民對濾市民對濾
水器的查詢急升水器的查詢急升。。

記者彭子文記者彭子文攝攝
美食節家品館 檔檔賣濾水器

■張炳良（中）表示，已去信有關承建商，要求提供更詳細資料。 趙虹攝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公佈，就食水含鉛超標事件，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他預期委員會將在9個月內提
交報告。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