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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連鎖傢俬電器直銷店
「DSC德爾斯」突然倒閉，拖欠約400名員工的薪
金，勞工處上周中啟動破產欠薪保障基金機制處理事
件。處長唐智強昨日形容，相關進展良好，暫時已處
理八成員工的申請程序，下一步由臨時清盤人核實欠
薪數字，再審核個案，希望盡快發放特惠款項，但員
工要求9月頭獲發款項的「難度非常高」，他未能承
諾。
唐智強昨早出席活動前表示，截至周五（21日）已

完成約320名「DSC德爾斯」員工申請破欠基金特惠
款項程序，預計下周可完成處理所有申請程序，下一
步須待臨時清盤人核實欠薪數字再審核個案，年資較
短、不涉佣金、沒有爭議的個案可首先獲發特惠款
項。

勞處：下月領特惠金難度高
距離員工要求獲發特惠款項的時間只剩一星期。唐

智強坦言，按他處理不少類似案件的多年經驗，DSC

員工在時間上的要求「非常高，難度挑戰相當大」。
他重申有不少「完全不能控制的事」，包括臨時清盤
人的工作進度，以及員工對金額有否爭議，所以不能
作出時間上的承諾。
至於另外16名不包括在4間提出清盤公司之內的

DSC員工，唐智強表示，員工前日已到勞資審裁處，
如有需要，會協助他們申請法律援助，協助啟動清
盤。
被問到會否對DSC唯一股東許明順提出刑事檢

控，唐智強說，處方正聯絡員工獲取更多資料，如有
足夠證據，會依法辦事。

6私院下周助驗血 輪候或減至兩周

DSC八成員工已申破欠基金

專家促統一樹木管理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
優）鑑於有學校驗出食水含鉛
量超標，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
示，政府重視有關問題，前晚
已向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發
出減少接觸鉛的健康建議，特
別是在暑假學校長時間無用水
後，需要先放水一會始作飲
用，另亦可自備水壺、使用符
合認證的濾水器等。至於學校
驗水安排，他指政府跨部門小
組未來一星期將開會討論。
吳克儉昨日出席學界活動後

強調，當局對學校鉛水問題非
常重視，前日學校公佈抽驗結
果後，前晚已向全港學校發通
告，並附帶衛生署有關減少接
觸鉛的健康建議，例如暑假長
時間沒用水，飲用前先行放水
一會，以及使用獲NSF 53標
準認證的濾水設備，並留意保
養、定時更換重要組件，學生

也可自備水壺等。

吳克儉：跨部門小組處理驗水
關於學校驗水問題，吳克儉

指，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正在
處理，未來會考慮有關部分，
當局會與學界一起密切注意事
件。

教聯將提供化驗所資料
不過，教聯會、教協等教育
團體質疑，局方只發放健康資
訊的做法，無助釋除師生和家
長疑慮。教聯會強調，當局應
就校園食水安全問題立刻採取
行動，向學校提供實質和適切
支援，並要逐步安排全港學校
驗水，保障全港師生健康。教
聯會並指，日內將致函全港學
校提供化驗所的資料，支援學
校檢驗食水，如學校需要進一
步協助，歡迎與該會聯絡。

教局倡學生自攜食水防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食水含鉛量超標事件發展至
今，受影響居民甚多，驗血需求增加。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
永文昨日表示，現有逾2,000名居民等候驗血，6間私家醫院
亦將於下星期開始，為受影響居民提供抽血服務，希望縮短
等候時間至兩星期。仁安醫院及養和醫院下星期六日會率先
加入，將提供100個名額，另外4間包括港安、浸會、聖德肋
撒及聖保祿醫院，稍後會陸續替受影響居民抽血。另外，北
大嶼山醫院就早前一名男子在醫院外暈倒後延遲送院不治事
件提交時序報告，高永文希望醫護機構汲取教訓。

醫局購手提式化驗儀器紓瓶頸
高永文提到，衛生署就協助受食水含鉛量超標事件影響的
屋邨而設立的熱線，至今已收到逾6,000個電話查詢，當中超
過4,000個受影響居民已安排驗血，但仍有逾2,000名居民等
候驗血。他表示，為紓緩化驗瓶頸，醫院管理局已購買部分
簡單手提式化驗儀器，有望於本星期投入服務。另外，6間私
家醫院將為受影響居民提供抽血服務，連同公立醫院提供的
驗血名額，有望下星期為約800名市民提供抽血服務。高永
文希望再有其他醫院加入，期望每星期為約900名居民驗
血，把等候時間縮短至兩星期。

仁安養和名額100 港安名額50
6間將提供驗血服務的私家醫院中，仁安醫院及養和醫院

分別將於8月29日下午及30日上午提供100個驗血名額，港
安醫院提供50個驗血名額；其餘3間私家醫院，包括浸會醫
院、聖德肋撒醫院及聖保祿醫院。
高永文續指，現正努力解決化驗室化驗瓶頸，並擴大抽血容

量，但具體驗水計劃將擴展至什麼規模，則需留待由政務司司
長領導的跨局、跨部門小組詳細討論。就聖公會聖多馬小學有
水樣本驗出含鉛超標3倍事件，高永文表示對事件非常關注，
將重複檢驗結果，政府跨部門工作組將在下星期開會討論。

高永文：改善公院急症室通報
北大嶼山醫院就早前一名男子在醫院外暈倒後延遲送院不

治事件提交時序報告。高永文認為，報告有助了解事件發生
原因，以及為死因庭提供研究資料。他表示，醫管局內部已
作出數個針對性建議，例如急症室應有緊急通報的固定電話
線，並希望醫護機構汲取教訓，指引應詳細，通報名詞、指
示及意思應清晰，亦需要安排類似演練，好讓各級同事掌握
處理程序。他亦要求其他醫院聯網就事件作出檢視及改善。

■仁安醫院及養和醫院分別將於8
月29日下午及30日上午提供100
個驗血名額。圖為仁安醫院。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
韻）港島西半山般咸道4棵百
歲石牆樹月初被斬後，社會
關注樹木管理決策。發展局
樹木管理專家小組成員詹志
勇表示，石牆樹在香港非常
獨特，是世界級城市生態景
觀。他指特區政府樹木管理
工作涉及8個政府部門及1個
樹木辦，沒有統一標準，建
議要統籌有關工作，方便管
理。
詹志勇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

指，香港因為地貌關係，會以
填海及削山兩個方法取地。他
指出，削山方面，會在山上切
出平台，平台與平台之間會興
建垂直護土牆，以鞏固泥土，
百多年發展以來，香港有近千
幅石砌護土牆。

石牆樹天然遺產 非常珍貴
他又指，石牆樹並非人為，
而是機緣巧合的天然遺產，因
為當時護土牆是用客家砌法，
沒有在石與石之間的裂縫塗上
灰漿。當小鳥在裂縫進食榕樹
果實後，留下排洩物，「因為
種子經過雀鳥消化系統後，沒
有被破壞，而排洩物有水分可
以讓種子發芽，並愈長愈
大。」不過他指，成功長成樹

的機會率很低，也不是人為可
以進行的，故石牆樹非常珍
貴。

不護石牆及後面土壤「反常」
詹志勇續說，本港現時有

500幅護土牆有樹，而一幅巨
型護土牆內有 20 棵至 30 棵
樹，非常難得。他批評有關
部門只部分保護石牆樹，但
不保護石牆及後面的土壤，
直言「覺得反常」，如果情
況持續，石牆樹岌岌可危。
被問及特區政府樹木該如何

改善，詹志勇指，本港樹木工
作由8個政府部門及1個樹木
辦管理，包括康文署、地政
署、建築署、渠務署，水務
局、路政署、漁護署等，但各
部門沒有統一標準，以部門首
長決定「幾時斬、斬唔斬」，
認為特區政府要統籌樹木工
作，如部門結構、標準及工具
可以更集中，以簡化有關程
序。

倡問責官決策樹木管理
他表示，樹木管理決策應要
提升至政治問責官員承擔，而
不是由各部門公務員負責，並
定好相關政策，令樹木辦可以
發揮更好的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Uber最近引起社會熱
議，消委會指市民對Uber服務需求殷切，的士業界應
反思箇中原因，但同時提醒消費者留意保險條文。有
議員提倡的士引入豪華車，以回應消費者訴求。律政
司則未決定是否對Uber作出檢控。

消委接9手機電召車服務投訴
消委會指，至今接獲9宗有關手機程式電召車服務

的投訴，涉及推廣優惠和條款爭議。該會提醒消費
者，配對服務按需求釐定收費，繁忙時段費用可能
浮動。
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昨日表示，出租車平台配對
服務近年全球盛行，本港乘客力撐Uber，歸根究
柢，應探討現時的士服務為什麼引起乘客不滿。她
引述交通諮詢委員會投訴數字，的士服務投訴佔整
體逾四成，投訴成立個案有34%，包括危險駕駛、
兜路、態度惡劣、揀客、拒載、車廂骯髒等。消費
者累積不滿，衍生另類商機，的士業界應反思箇中
原因。
不過，她又指，現時Uber營運中，司機與乘客合

約關係含糊，消費者乘坐時需要明白要承擔什麼風
險，「一旦意外發生，有關部門便會從法律角度釐
清法律責任。如果司機無披露關鍵事實，例如非職
業司機，保險公司有權廢止保單，乘客損失便要由
司機賠償，但試問司機有幾多錢可以賠呢？」
雖然Uber總公司聲稱有全球保險「包底」，但黃鳳

嫺認為，保險條款複雜，消費者一定要十分清楚條款
對自己是否有保障。她指Uber營運方面，制度及透明
度是另一重要考慮，政府要仔細研究，參考海外經
驗，一旦引入服務，政府需要在出租車牌照內容、發
牌量等方面作修訂。

蘇錦樑：新政策須考慮平衡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指，Uber共享經濟的

確可為本港帶來創意科技發展及就業機會，但從政策
層面上看，亦須平衡道路安全、第三者保險、對傳統
行業衝擊等考慮。
身兼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議員田北辰建

議，政府容許的士持牌人轉做豪華車服務自行收
費，提高質素又可滿足市民需求，他說已把意見提

交運輸及房屋局研究。

袁國強：Uber可有合法途徑經營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未收到警方證據和資

料，現階段未決定是否檢控Uber。他指Uber可有合
法途徑經營，以新科技做到類似「的士台」性質。
他強調，當局沒有歧視某一種科技，但不能因為需
要新科技的創新，便違反現行法律。

啟德「瀡滑」自拍賽 攬炒高危
為求沙龍獲獎無暇兼顧 當局稱有評估安全至上

Slide the City水上嘉年華3條長1,000呎的大型滑水道，
昨日在啟德郵輪碼頭停泊區啟用，吸引眾多市民來

到一嚐「瀡」的滋味。會場又舉行自拍大賽，表示只要在slide
滑水道中自拍，上傳上網參賽，就有機會贏取獎品。現場所
見，不少市民滑行時都手持自拍神棍或手機，面對鏡頭微笑，
為求拍攝一張可獲獎的自拍照。但由於無暇顧及前方，前後方
市民於滑水道末段，時有碰撞發生，甚至撞成一堆。

入場者：工作人員不顧安全距離
為數不少市民即場反映，指滑行道斜度不足，前後容易相
撞，有潛在危險。郭小姐與友人參加水上嘉年華盛典，但試玩
後大失所望。她指由於門票由朋友贈送，否則決不會花費數百
元參與。郭小姐又指，排隊人數陸續增加，工作人員為了紓緩
人流，多不顧滑行安全距離，「當我滑行至末段時，後方就有
人『片過來』撞到我」，擔心若手持自拍神棍滑行，將帶來潛
在危險，希望主辦單位禁止使用相關儀器。

市民憂自拍神棍易傷及他人
對於市民擔心於滑水道中使用自拍神棍容易引致他人受傷的

問題，Slide the City大中華區代表陳家健表示，活動曾於外國
舉辦，皆未有禁止使用自拍神棍，「工作人員以20米至30米為
前後方安全距離」，水泡亦有相當緩衝作用，危險性應該不
大。
陳家健亦表示，活動第一次於香港舉行，皆以安全為前

提，並作風險評估，根據測量師專業意見，建築斜度為1:20
自然坡度，「香港是第一個有如此高斜度的城市」。他續
指，入夜人流將增加，會安排更多人手維持秩序及紓緩人
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美國水上嘉年華

Slide the City首次登陸本港，一連3天在啟德郵輪

碼頭舉行，市民從昨日開始可「瀡足3天」。但眾

多市民試玩過後，指斜度不足，速度不夠快，「唔

抵玩」，亦有小朋友撞傷流血。會場又舉行自拍大

賽，有市民擔心變相鼓勵入場人士於滑行時手持自

拍神棍或手機自拍，容易發生危險。Slide the City

大中華區代表陳家健指，活動以安全為前提，亦有

作風險評估，相信危險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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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de the City昨日首次襲港，
眾多市民對千呎大型滑水道期
望甚高，但不少市民大失所
望 ， 指 「 斜 度 不 足 ， 速 度

慢」，更有市民試玩後慨嘆：「不好玩，無
料到。」

購買全日證的吳先生一行8人參加Slide the
City，享受家庭樂。他指活動首次來港，十分
吸引，所以帶同兩位小朋友體驗一番，但
「小朋友都認為速度慢，不夠刺激。」同樣
購買全日證的曾先生提到，滑行道斜度不
足，「雖然主辦單位指滑水道有千呎，但事
實上根本就滑不到1,000呎。」他認為，滑行
道中段表面不平坦，影響滑行速度，更提議
手腳最好不要碰觸滑行道兩旁，以免降低滑
行速度。

主辦方：水量平均分佈可加速
對於滑行速度不足方面，Slide the City大中

華區代表陳家健指，只要滑行道表面水量平
均分佈，滑行速度就會提升。他估計，首兩
天入場人數可高達14,000人，9月將轉往台灣
宜蘭舉辦，期望Slide the City不單可再次在港
舉辦，亦可踏足內地。美國Slide the City創辦
人TR認為，活動選址有代表性，希望入場市
民觀賞維港美景之餘，亦可擁有既快樂又
「濕潤」的暑假回憶。 ■記者 趙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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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姐（左）擔心手持自拍神棍滑行有潛在危險。
趙虹 攝

■吳先生帶同兩
位小朋友前來體
驗。 趙虹 攝

■陳家健（右）指活動以安全為前
提。 趙虹 攝

■會場舉行自拍大賽，有市民擔心變相鼓勵入場人士於滑行時手持自拍神棍或手機自拍，容易發生危
險。 路透社

■不少市民自拍時無暇顧及前方，前後方時有碰撞，甚至撞成一堆。 趙虹 攝

■消委會指市民對Uber服務需求殷切，的士業界應
反思箇中原因。 資料圖片

田北辰倡引入豪華的士田北辰倡引入豪華的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