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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學聯秘書長羅冠聰以及前
秘書長周永康，昨日「應約」到灣仔警察總部接受調
查並被正式落案，被控以「煽動他人參與非法集會」
及「參與非法集會」罪名。面對警方依據事實進行的
正常的檢控行動，黃之鋒卻扣以「政治檢控」的帽
子，企圖以此來轉移視線，開脫自己的涉嫌違法行
為，逃避刑責。對香港法治稍微有點常識和信心的人
都明白，在香港的法治環境下，無論一個人的政治主
張如何，一旦涉嫌違法就會面臨被檢控；最終是否被
檢控，律政司依據的是事實和《檢控守則》，而非政
治判斷。所謂「政治檢控」，是沒有任何事實基礎、
邏輯十分荒謬的憑空指責。黃之鋒等人以「政治檢
控」來詆譭香港法治制度，必須受到譴責，否則，香
港崇尚法治的核心價值將受到嚴重衝擊和根本傷害。

黃之鋒聲稱他們的行動並未有對任何市民造成任何
不便，因此質疑是「政治檢控」。事實上，去年9月
26日晚上，黃之鋒、周永康等人公然鼓動大批學生強
行衝入政府總部廣場，暴力衝擊警方防線，社會秩序
和公眾利益都受到重大損害。事實上，黃之鋒當時呼
籲「大家現在跟我們一起進入『公民廣場』」時，已
經公開提醒：「未成年的朋友記住這個是有法律風險
的行動。」顯然，黃之鋒當時根本就已經是「知法犯
法」。

那麼，黃之鋒憑什麼作出「政治檢控」的指控？仔細
分析一下黃之鋒昨天的言論，也許能找到一點端倪。黃
之鋒說，「警方在事後一年才採取行動」「是『政治檢
控』」，言下的內在邏輯是：「警方事後沒有馬上檢

控，是他們當時不想檢控；過了一年多才來檢控，是因
為受到政治壓力，不得已而提出檢控，所以是『政治檢
控』。」這個邏輯既自大自戀，又充滿想像力，更犯了
倒果為因的基本邏輯錯誤，強詞奪理，不值一駁。公眾
看到的現實是，警方和律政司經過近一年時間的收集證
據和分析、核對之後，決定檢控黃之鋒等人，是基於法
律的規定、嚴謹的證據並按照《檢控守則》進行的，彰
顯了香港重視法治、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核心價值，
何來「政治檢控」？在香港，用一年時間搜集、評估證
據，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然後再提出檢控，一點都不
出奇，如果這些就是「政治檢控」的證據，香港的「政
治檢控」豈非太多？

香港的檢控制度以「公正執行公義之法，維護公正
法治精神」為圭臬，香港律政司的《檢控守則》明確
規定，檢控人員提出檢控的依據是法律、證據和公眾
利益，並不會考慮政治背景、立場，任何人都不會因
為某種特殊身份而受到律政司檢控的特別優待或刻意
對待。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日前也強調，當局在作出檢
控決定的過程中沒有政治考量，他指出不能因為某些
人有特殊身份，一遭受檢控就扣「政治檢控」的帽
子，否則，對律政司檢控科的同事而言絕不公道。因
此，黃之鋒聲稱受到「政治檢控」，是對香港法治的
嚴重損害，更是對香港崇尚法治的核心價值的衝擊。
香港是法治之區，沒有「政治檢控」，涉嫌違法就要
被檢控，這與政治無關。黃之鋒等人以所謂「政治檢
控」來混淆視聽的行為，必須予以以揭露和駁斥。

（相關新聞刊A2版）

黃之鋒「政治檢控」論的荒謬邏輯
海洋公園由 7 月至今，整體入場人次較

去年同期下跌 15% ，當中以內地客跌幅最
大。作為香港最具特色、旅客必到的傳統
景點之一，海洋公園錄得明顯的遊客下
跌，整體旅遊業的冷落，尤其是過夜客的
下降已可窺一斑。隨着核心競爭優勢不
再，外圍環境變化帶來挑戰，加上本土勢
力「趕客」造成的負面效應難以很快消
除，香港旅遊業的「寒冬」恐怕不能在短
期內結束，當局有必要對業界發出的警號
予以足夠重視，認真探討及出台有針對性
的措施，審時度勢制定宣傳推廣策略，以
助業界渡過難關，保住有生力量持續發
展，避免行業內出現不穩，進而滋生社會
問題，影響大環境的安寧。

在香港這個旅遊城市，海洋公園是旅遊景
點的最典型標誌，「新客」和純遊客幾乎
「必去」，因此海洋公園接待遊客的數字，
也就成為了檢視整體旅遊業狀況的一個「晴
雨表」。每年的暑假，都是海洋公園的吸金
旺季，園內遊人如織。但據統計數字顯示，
今年7月至今，海洋公園整體入場人數下跌
了近一成半，其中尤以內地旅客的跌幅最
大。細致分析內地遊客構成，「一簽多行」
客和即日來回客人，到海洋公園遊玩的幾率
本來就很低；到海洋公園的，多數是首次遊
港或相隔較長時間重返香港的客人，而這些

遊客絕大多數是過夜客，消費能力和對旅遊
相關行業的貢獻都比較大。因此，海洋公園
入場客人大幅下跌，對旅遊業的警示意義就
更加明顯。

遊客尤其是內地遊客下降的原因很多，一
方面是因為日韓貨幣匯價下跌，吸引內地客
轉投其他的旅遊城市，另一方面則與本港一
些「激進暴力」行動削弱了他們的訪港意慾
有關。與此同時，旅遊業內一些不良經營手
法，比如「黑心藥房」賣天價藥，無良旅行
社提供的服務貨不對辦等等，均對香港的旅
遊業聲譽造成沉重打擊，令情況雪上加霜。

旅遊業是香港主要經濟支柱之一，一旦因
為不景氣而出現裁員及結業潮，不但拖累整
體經濟增長，對失業率造成壓力，更會由此
衍生骨牌效應，拖累大環境安寧。因此政府
必須正視旅遊業「凍過水」的警號，要有所
作為，不可坐以待斃。除了在客源不足的窘
況下，審時度勢制定宣傳策略，有針對性地
作旅遊推廣，想辦法增加吸引力，廣招四方
客，還應該認真出台一些實實在在的幫扶措
施為業界紓困，穩定他們的信心，同時幫助
他們保存實力，謀求可持續發展。同時，旅
遊業的「內憂外患」不能光靠政府之力，要
扭轉乾坤，業界還須與政府保持良好互動，
配合政策積極開展「自救」之道。

（相關新聞刊A7版）

旅遊業「凍過水」當局須適度有為
A5 重要新聞

近80校獲政府裝濾水器
有6歲以下學童優先照顧「鉛水邨」添清河達雙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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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未惠幼園 學界質疑不合理

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領導的跨部門鉛水小組昨日舉行會議，討論
為學校加裝濾水器事宜。港府同日下午召開跨部門記者會宣佈，

再有一條公共屋邨被驗出食水含鉛量超標。當局於清河邨一期3幢樓宇
合共抽取了145個樣本，其中10個超標，分佈於3幢樓宇，含鉛量介乎
每公升11微克至43微克。其餘同期驗水的7條屋邨包括彩盈邨及天晴
邨一期等則逃過一劫。
據悉，清河邨的承建商為友利建築，負責水務工程的分判商則為明合
有限公司，署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邱誠武表示，已去信承建商要求調查
事件及跟進關於食水含鉛。為確保居民能正常飲用水，當局昨晚為受影
響居民提供樽裝水，並於大樓地下設置接駁到街喉的水箱，解燃眉之
急。此外，當局亦即晚舉行居民大會，向居民解釋情況，「水樣本超標
的住戶會個別通知，留下電話，方便他們查詢及預約跟進服務。」

啟晴喉匠換閘掣牌子疑未申報
日前有傳媒報道，水務署對最先揭發鉛水的啟晴邨轉用另一牌子水
喉閘掣並不知情，疑水喉匠未有向水務署申報有關配件。邱誠武表
示，註冊水喉匠入「水紙」時，申報的牌子為「Ring」，但後來承建
商再向房署申報改用「Victory」的閘掣。雖然該型號閘掣早前通過水
務署審批，惟水喉匠沒有申報轉用閘掣裝置。他表示，水務署會向水
喉匠了解事件。

再有4童血鉛量輕微超標
另外，再有4名年齡介乎7歲至8歲的小孩被驗出血含鉛量輕微超
標，當中兩名來自牛頭角下邨、兩名來自啟晴邨。新一批驗血的350個
樣本來自8條屋邨，並無發現有餵哺母乳人士及嬰兒血鉛超標。
新學年將於下周開課，不少家長擔心鉛水禍及學校。教育局局長吳
克儉昨日宣佈為由政府於2005年或以後興建的公營及直資學校安裝濾
水產品，有關學校必須符合兩個條件：使用者為6歲以下兒童；及使用
者須長時間逗留在學校及飲用食用水。

吳克儉：等驗水不如先裝濾水器
吳克儉表示，經專家分析，長期飲用有關含鉛食水的6歲以下兒童潛

在較高的風險，故推行計劃。他預計有70間至80間學校受惠，當中包
括5間寄宿學校。他表示，局方會盡快進行有關工程，「若各方面能配
合，希望9月內能做到。」被問到為何只為2005年或以後興建的校舍
安裝濾水器，教育局常任秘書長黎陳芷娟表示，業界普遍於約2005年
使用銅水管，其焊接位含鉛的機會較高。
6歲以下小童被指是受鉛水威脅的高危一族，但當局表明，幼稚園與
津校不在加裝濾水產品的計劃內，因前者屬私營性質，建議辦學團體
自行加裝，相信有關成本不高，學校能負擔。吳克儉又認為，臨近開
課，與其等候驗水，不如為學校加裝濾水器，直接降低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何寶儀 ) 香港食水含鉛風波進一
步擴散，上水清河邨一期被驗出食水含鉛超標，成為第
十條「鉛水邨」，超標最高樣本來自清頌樓，每公升含
鉛43微克，超出世衛標準逾3倍。另外，港府昨日舉行
跨部門會議，決定優先照顧較易受影響的 6歲以下兒
童，教育局宣佈為2005年後由政府興建、有6歲以下學
生的學校安裝濾水器，預計70間至80間學校受惠，以釋
除家長學生疑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鉛水風波備受社會各界關
注，香港工程師學會前主席黃耀新昨日與傳媒午宴時透
露，該會約一星期前成立了一個由10人組成的調查委員
會，當中包括8名屋宇裝備工程科專家，期望以專業中立
的角度，分析食水含鉛事件。

批水務條例過時 質疑喉匠資歷
黃耀新認為，鉛水風波之所以持續擴大，皆因基本問題
被慢慢發掘出來，「水務條例其實已經過時，並不適用於
現況」，認為水喉匠多為中三畢業，只修讀指定證書課
程，便可成為為屋邨進行接駁水喉工程的持牌水喉匠，質
疑水喉匠資歷不足，條例存在缺憾，有修定改善的空間。
黃耀新續說，事件的爆發有助業界作出適當改革，而政
府作為父母官，在事件中應表現其責任感，並找出當中的
問題。他亦提醒受影響居民應安裝合適及有效的濾水器，
以免細菌積聚濾心，令情況「愈來愈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因應鉛水危機，
教育局將陸續為全港約70所至80所近10年興建的
資助及直資學校安裝濾水器，但措施未有惠及幼
稚園，意味全港幼稚園均要自資安裝有關濾水產
品。有學界人士認為，由政府安裝濾水器雖可減
低鉛水對師生健康的風險，但近日有經濾水器的
水辦仍然驗得鉛超標，師生家長的疑慮未能釋
除；幼兒教育界則批評，幼稚園正是最需要濾水
設施的地方，卻反而不獲資助，做法於理不合，
部分幼稚園也未必能自行負擔安裝費用，質疑當
局「置孩子的生命不顧」。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幼兒教育服務總監陳劉燕琼

表示，因該會的幼稚園並非位於爆發鉛水的屋邨
範圍內，未有為全部屬校驗水，但有需要的學校
可自行安排。她表示，教育局提出為6歲或以下幼
童提供服務、幼童會長時間逗留和飲用食水設施
都應加裝濾水器，而幼稚園正是最需要的地方，
對當局不肯資助幼稚園感到奇怪。她認為，鉛水
會為幼童帶來較大健康風險，教育局應加強對幼

稚園保障，除濾水器外也應資助驗水。
浸信會培理幼稚園校長翁巧香批評，當局未有

計劃為幼稚園安裝濾水器，是「置孩子的生命不
顧」，而現時並非每間幼稚園都能自行負擔安裝
費用，資源較少的學校大感為難。教協則指，教
育局不應因幼稚園不是公營學校就置之不理，於
校內提供安全食水是局方責任，不能將之轉移至
教職員或家長身上。
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則指，政府為學校安裝濾

水器可幫助處理鉛水風險，但近日亦有學校於設
有濾水器的飲水機水辦驗出含鉛量超標，所以並
不代表「已解決問題」。她強調，教育局應更主
動釋除師生和家長疑慮，包括為學校提供清晰指
引，例如應否自行驗水、要抽取多少水辦等。

聖多馬小學廚房裝濾水器
早前自行驗出鉛水的聖公會聖多馬小學，校方

昨在中央廚房的4個出口位加裝有效過濾鉛的濾
水器，花費逾萬元，該校指稍後會將經過濾的水

辦重複檢驗，在未有報告前都改為購買飯盒，不
會在校內處理午飯。另據了解，天主教教區也計
劃為屬下仍未有濾水設施的幼稚園安裝濾水器，
主要在飲用水和煮食用水喉處安裝，涉及約10所
學校；其他辦學團體方面，東華三院指會檢查屬
校的濾水器，保良局及聖公會則表示會按校本情
況決定是否需要驗水。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何寶
儀 )至今已有兩所學校自行
化驗食水，揭發鉛水殺入校
園。對於教育局未承諾為全
港學校驗水，幼稚園更不在
安裝濾水器範圍內，教育局
局長吳克儉鼓勵幼稚園自行
安裝。他表明，與其等驗
水，不如加裝濾水器來得更
直接。
吳克儉昨日表示，得悉個

別學校已自行安裝濾水器，
他亦鼓勵幼稚園自行安裝，
「若未有計劃，應盡快安排
安裝有關濾水產品，減少所
面對的風險，讓家長及學校
放心。」據他了解，市面上
合乎標準的濾水器價格介乎
2,000元至4,000元，相信即
使津校不在計劃範圍內，學
校有一筆經常性的津貼費
用，能負擔安裝裝置的開
支。局方已於上周五向所有
學校及幼稚園發出通告，建
議安裝NSF 53標準認證的
濾水裝置，並由即日起設立
熱線，為有需要的學校提供

建議。
對於多次被追問會否擴大

為全港學校驗水；以及有學
校安裝濾水器後仍驗出含鉛
超標，質疑安裝濾水器的成
效時，吳克儉指安裝的濾水
器合乎世衛標準，並呼籲團
體若自行驗水時，需符合嚴
謹的抽樣程序。他認為，中
學生多外出用膳，即使學校
設有中央廚房，飲用學校食
水機會不多，不少學生自己
帶備食水飲用，故優先照顧6
歲以下學童。
他又指出，屋邨居民長期

飲用食水，化驗室工作量有
限，故優先處理屋邨，「與
其等驗水，倒不如直接為學校
加裝濾水器，直接降低風
險。」他又稱，未能預計是次
工程費用，因未確定學校安裝
的位置及數目，政府物流署正
籌備集體購置濾水產品。
此外，社署亦會為2005
年或以後落成、服務6歲或
以下兒童的公營特殊幼兒中
心及兒童院加裝濾水器。

■蔡若蓮 資料圖片■翁巧香 資料圖片

■清河邨的清頌樓一個水辦鉛超標逾3倍。 網上圖片 ■早前驗出有超標鉛水的聖公會聖多馬小學已花費萬元裝濾水器。 資料圖片

■啟晴喉匠換閘掣牌子疑未申報。
資料圖片

■街坊到大樓地下設置的水箱取水。
資料圖片

■■昨日當局就食水含鉛超標舉行記者會昨日當局就食水含鉛超標舉行記者會。。 記者彭子文記者彭子文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