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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統籌協調 深化與港澳合作
「十三五」規劃突出「全方位」促深度參與「一帶一路」戰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食水
含鉛量超標問題影響不少學校，教育局昨
日就有關事件發表聲明，表示當局已聯絡
政府物流服務署，籌備協助有需要的幼稚
園及學校等機構，包括2005年前落成及
2005年或之後落成而非政府興建的學校，
集體訂購濾水產品。
教育局表示，當局已特別設立查詢電

話，學校若在應對食水含鉛事宜上有提
問或需索取意見，可在辦公時間內致電
3698 4125。此外，教育局亦會透過查詢
電話所收集的資料，檢討現行安排及計
劃跟進行動，以便對有需要的幼稚園及
學校提供適切支援。
至於部分學校選擇自行驗水方面，教

育局則提醒有關學校須注意驗水結果的
準確性涉及複雜因素，包括抽取水辦的
時間、方法和位置，以及是否由獲得認
證的化驗所進行檢驗等，建議學校可參
考水務署總水務化驗師在跟進食水含鉛
量超標事件記者會的詳情（網址：www.
info.gov.hk/gia/general/201508/27/
P201508270700.htm）。

私院助驗血鉛
仁安昨打頭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鉛水風

波愈鬧愈大，協助政府的六間私家醫院，
陸續為鉛水超標公共屋邨的居民抽血。
「打頭陣」的是沙田仁安醫院，從昨日起
連續四個周六，合共為200名屋邨居民抽
血，單是昨日已為50名居民抽血。院長李
繼堯指，驗血過程繁複，私家醫院加入有
助加快抽驗工作。另外，養和醫院今日
起，連續四個周日為居民抽血，首日同樣
是提供50個名額，而化驗工作將交由政府
統籌及具公信力的化驗所處理。
沙田仁安醫院昨日起，連續四個周六，

為受鉛水影響的居民抽血。50名來自牛頭
角下邨、紅磡邨及石硤尾邨的居民，當中
43名是4至8歲的小童，餘下7名是孕婦，
他們昨午乘坐專車到抵仁安醫院，在醫護
人員的安排下逐一抽血。
仁安醫院院長李繼堯表示，為小童抽血

是較繁重的工作，故醫院抽調20多名當值
及休班醫護人員，更有「遊戲姐姐」安撫
小童抽血。他續說，餘下的三個周六會繼
續抽血工作，合共服務200名受鉛水影響
的居民，並稱醫院只負責抽血程序，化驗
工作將交由政府統籌及具公信力的化驗所
處理，強調不會影響醫院的正常運作。

養和今起連續4個周日助抽血
另外，養和醫院今日起，連續四個周

日，為受鉛水影響的居民抽血，首日同樣
是提供50個名額，約40名義工協助。餘
下四間的醫院包括浸會、荃灣港安、聖德
肋撒及聖保祿醫院，在稍後時間會陸續替
受影響居民抽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鉛水事件不僅於屋邨發
生，近日愈來愈多學校自行
驗水後亦發覺食水含鉛量超
標。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
文昨日表示，政府不能在短
期內幫所有建築物驗水。他
強調，無論驗水或是驗血都
需要按部就班、循序漸進。
同時，他又贊同現時教育局
向一些學校提供濾水器，防
止學生攝入鉛水。

憂醫療系統未能支持
高永文指，現時愈來愈多學
校、住宅或組織等，擔心食水
是否含鉛，但政府不能在短期
內幫所有建築物驗水。他稱，
現時已使用7間公立醫院，每
個周末有2間公立醫院輪流為
市民驗血，亦把名額提高至
720個。在私家醫院加入後，
更可能把名額提高至約 900
個。高表示，現時醫管局正了
解獲認證的私人化驗所，是否
有能力及有多大能力可提供抽
血服務。他又解釋，醫院除了
要為市民抽血，若證實血液含
鉛超標，更需要繼續跟進。然
而，他擔心本港的醫療系統未
能支持。

贊同教局提供濾水器解決問題
被問到教育局既不鼓勵幼稚

園自行驗水，又不資助裝濾水
器，是否涉及資源問題，高永
文回應指，政府跨部門會議會
再作跟進。他稱，不論是學生或
公共屋邨的住戶，最重要是第一
時間停止攝入或繼續攝入鉛，因
此直接提供獲得認證、有效過濾
水中鉛分的濾水器，是一個最直
接解決問題的方法。

高
永
文
：
驗
水
驗
血
需
按
部
就
班

五年規劃歷來是中國重要的綱領性文
件，將闡明未來五年的國家戰略意

圖，政府工作重點，並被認為是未來五年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藍圖。依照規劃，中
國「十三五」規劃將在2016年的全國「兩
會」期間提請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審查批

准。

24份調研報告交人大常委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圍繞『十三五』規劃

綱要編制工作的若干重要問題開展了專題
調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信春鷹

表示，今年3月中旬至7月上旬，共有9個
專門委員會、2個工作委員會經過認真調
研，共形成並提交24份專題調研報告，其
中包括港澳事務等諸多各界關注的領域。
據了解，關於「十三五」規劃港澳事務的

專題報告，由港澳基本法委員會和部分法律
委員會委員調研起草。報告指出，建議在「十
三五」規劃中專設「深化內地與港澳全方位
合作」一節，加強內地和香港、澳門在經貿、
教育、科技、民生、社會等領域全方位交流
合作。進一步加強中央政府對粵港澳合作的
統籌協調，充分發揮粵港澳三地各自優勢，
促進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深度參與「一帶一
路」重大戰略。

涉港澳部分表述有較大變化
上述表述與「十二五」規劃中涉港澳部

分的表述有較大變化。「十二五」規劃中
亦將內地與港澳合作單設一節，強調的是
「深化經濟合作，促進粵港澳區域經濟共
同發展」。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十三五」
規劃中涉港澳事務的最新報告，則建議強
調「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央政府加強統籌
協調，促進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其中蘊
含不少新意、深意。
另據介紹，全國人大常委會針對「十三

五」規劃專題報告中還涉及多項焦點問
題。包括，建議將國家邊界安全建設納入
「十三五」規劃，設立國家邊界安全建設
專項，加大投入力度；建議「十三五」規
劃突出「依法護僑」理念；建議「十三
五」規劃把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
社會發展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對解決民族
地區的特殊困難和問題作出重點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十三五（2016-2020

年）」規劃編制進入最後關鍵的收尾階段，如何規劃港澳事務未來的發

展備受關注。剛剛結束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透露，有關方面針對「十

三五」規劃中的港澳事務進行調研並提出專題報告，建議在規劃中專設

「深化內地與港澳全方位合作」一節，進一步加強中央政府對粵港澳合

作的統籌協調。較之「十二五（2011-2015年）」規劃中涉港澳的部

分，今次規劃更加強調內地與港澳合作的「全方位」，並希望促使港澳

深度參與國家「一帶一路」重大戰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雨季
來臨，鄰近的台灣南部爆發登革熱，
截至本周三累積逾 3 千宗登革熱個
案。食物及環境衛生局局長高永文為
配合「清潔香港」運動，出席地區滅
蚊活動時表示，雖然今年只錄得一宗
本地感染登革熱個案，但由外地輸入
的個案節節上升，「防範工作做得不夠
會令登革熱有機會變成風土病。」他又
說，希望透過為期兩個月的「清潔香
港」運動，提高市民的個人及公共衛
生的意識，當局十分重視防蚊工作。
高永文聯同立法會議員、葵青區議員
麥美娟出席「全城清潔青衣滅蚊大行
動」，他們於區內蚊患較嚴重的「黑
點」採取滅蚊措施，包括在水渠位置噴
上滅蚊油及清理渠道堆積的垃圾，又向
居民派發防蚊用品及滅蚊傳單。

外地傳入登革熱個案上升
高永文表示，「清潔香港運動」推行
時間來到一半，冀即使日後活動完
結，也可令市民提高衛生意識。他認
為，近日台灣、廣州、東南亞等周邊
地區的登革熱疫情嚴重，由外地傳入
的個案亦錄得上升，加上雨季來臨，
強調無論是公眾地方還是家居均須加
強防治工作。
被問到「清潔香港」運動的進展，高

永文說，下月中會與區議會的環境衛生
部門商討今後的資源分配及配套，但承
認某些「黑點」並未完全解決衛生問
題；又舉例指，早前找出的27個堆積垃
圾的海灘，他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到

過位於石澳的垃圾灣，發現不少垃圾是
市民遊船河後留下的垃圾。他說，雖然
政府有恆常的清潔措施，但保持清潔要
靠市民大眾幫忙。

青衣區誘蚊指數較去年同期高
上年全年有3宗本地感染的登革熱個

案，其中一宗來自青衣區。麥美娟說，
近日收到不少區內家長投訴，在一些公
園和康樂設施發現蚊患，「希望政府能
跨部門合作防蚊，有些蚊患的地方屬康
文署範圍，有些則屬食環署和民政
署。」據悉，青衣區上月的誘蚊指數較
去年同期高，由5.4%升至7%，但全港
的指數則較去年同期下跌，由10.4%下
降至6%。

高永文麥美娟青衣齊滅蚊

▲食物及環境
衛生局局長高
永文聯同立法
會議員、葵青
區區議員麥美
娟參與該區的
滅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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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文、麥
美娟噴上滅蚊
油及清理渠道
堆積的垃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日有台
灣傳媒抽驗當地19款黑糖，發現全部含有
致癌物質「丙烯醯胺」，其中3個樣本超
標。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出席一
電台節目後表示，食安中心已主動聯絡台
灣方面作了解。另外，他又認為食安中心
透過恆常監察發現有樣本含菌量超標200
幾倍，反映制度嚴密。
高永文指，他留意到台灣有組織化驗一

些黑糖健康食物，發現有可能致癌的物
質，本港食物安全中心已主動聯繫台灣有
關當局，希望取得更多資料。他解釋，很
多市民把黑糖當作健康食物，經常食用，
但在不同食物中，尤其是經過高溫製作的
食物，在製作過程中，若有機物質在長時

間處於高溫情況下，部分可能會產生致癌
物質，若過量或經常食用會有風險。

十字奶事件反映恒常監察制度嚴密
在十字牌牛奶被驗出含菌量超標的事件

上，高永文認為，今次發現食物含菌量
超標，是在食物安全中心恆常監察中發
現，故此反映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及食物
安全制度有一個嚴密的監察制度。他
稱，中心每年會化驗超過6萬個樣本，包
括各種各類的食物，這亦是在恆常監察
中驗到有問題的食物。同時，中心亦有
一個已建立機制，確保供應商及零售商
的工作情況、指示他們把有問題產品下
架及回收等。

台黑糖含致癌物 港主動聯絡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醫務委員會繼續
聆訊58歲麻醉科醫生張啟旋，涉嫌觸摸女病人胸
部等8項專業失德指控。張啟旋昨日接受辯方律師
提問時指，30多年前受訓已是徒手檢測病人觸覺，
否認有碰到事主的乳頭。他又指，自己控制不到他
人想法，但行醫多年都無被病人作出同類投訴。聆
訊今日繼續，辯方會再傳召證人，醫委會將在10
月19日作結案陳詞。
張啟旋昨日到醫委會作供，他表示自己會向病人
解釋即將進行的麻醉測試，並會指向自己身體以展
示即將觸碰的部位，測試是為確定麻醉效果。雖然
認同是敏感部位，但不認為測試前要再取得病人認
可。

被指多項專業失德 醫委會聆訊
他重申，檢查麻醉情況要觸及甚至「搣」病人胸
部，是無可避免，但否認曾觸及任何人的乳頭部
位。與張啟旋共事多年的婦產科醫生馮家驃表示，
過往也曾見過醫生用手作麻醉測試。
張啟旋被指在2012年於聖保祿醫院，為兩名產
婦測試麻醉藥反應時，分別觸摸她們的乳房及乳
頭，被控多項專業失德控罪，包括不適當向病人處
方鎮靜藥、沒有妥善記錄病人接受麻醉後的測試報
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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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港島西半山般咸道四棵
百歲石牆樹被斬後，政府的樹木管理手法備受爭議。發展
局局長陳茂波昨日首度開腔，承認斬樹過程倉卒，或惹部
分市民反感，但強調此舉是基於公眾安全。他又指，當局
正研究一套風險導向制度，預早識別石牆樹的倒塌風險。
另外，就灣仔同德大押面臨清拆重建一事，陳茂波稱，建
築物現由地產商擁有，政府能夠給予的經濟誘因和業主感
情因素不大，需要在歷史建築保育及尊重私有產權兩者間
取得平衡。
陳茂波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當時政府的專家判斷
四棵石牆樹倒塌風險高，加上天氣不穩的因素，需要即時
斬掉，以確保公眾安全。他承認，當時與專家小組及區議
會的溝通不足，也未能在斬樹前向市民交代，有改善的空
間，但強調「絕對唔係鬼祟」。

風險管理導向 檢討通報增溝通
他續說，全港約有300多棵石牆樹，當中有三分之二，
即220棵都集中在中西區。基於石牆樹的生長環境、穩定
性及公眾安全多方面的考慮，當局將會研究一套風險管理
機制，預早識別石牆樹的倒塌風險。局方也會在事件上汲
取經驗，檢討通報機制，研究是否需要先通知專家小組才

行動。
對於有私人屋苑收到政府信件指示要斬樹，陳茂波表示，

正與民政事務局商討，研究在大廈管理手冊內加入樹木管理
章節，提醒業主樹木維修保養的重要性。他補充，物業管理
公司有責任及權利，諮詢專家後才決定是否斬樹。

同德大押清拆 需平衡保育及私權
另外，三級歷史建築灣仔同德大押難逃清拆重建命運，陳

茂波表示，當局曾多次約見業主被拒，並稱政府不會將三級
歷史建築列為古蹟，但會盡量保育，「留得幾多得幾多」。
他續說，自己是灣仔居民，每天上班時都經過同德大押，但
政策決定有一定原則，需要尊重現有機制及私有產權。
他補充，今次事件與一級歷史建築何東花園不同，同德
大押現由地產商擁有，政府能夠給予的經濟誘因和業主感
情因素不大，故事件有多重因素，否認有關條文是「無牙
老虎」的說法。
不過古物諮詢委員會成員林中偉在另一個電台節目表

示，同德大押應列作二級歷史建築，現時只能靠政府提供
足夠誘因令業主放棄清拆。他指，同德大押雖然是私有產
權，但是市民是城市的一分子，「私人權利要受到一定的
制約」，認為政府應有機制保留有價值的建築。

認斬石牆樹倉卒 陳茂波研訂機制

教局發支援聲明
代校訂購濾水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食物安
全中心在兩個罐頭鯪魚樣本中，驗出極微
量孔雀石綠。中心發言人表示，出事的樣
本分別是來自北角及西環的惠康超級市
場，檢出孔雀石綠的含量分別為10億分之
1.3及10億分之0.78。發言人稱，涉事連
鎖超級市場已停止出售該兩個批次的產
品，並通知業界有關事件，及追查問題食
物的來源和分銷情況。
食安中心早前在市面不同零售點，抽取
六個新鮮鯪魚樣本及三個罐頭鯪魚樣本作
檢測。結果顯示，兩個分別從位於北角電氣
道城市花園惠康超級市場抽取的「御品豆豉
鯪魚」及西環西寶城同一超市抽取的「珠江
橋牌豆豉鯪魚」樣本，檢出孔雀石綠，含量

為分別為10億分之1.3及10億分之0.78。

涉事連鎖超市違規或被檢控
中心發言人表示，已採取跟進行動，包
括知會涉事連鎖超級市場上述違規情況，
並會考慮就事件提出檢控。有關連鎖超級
市場已按中心指令停止出售該兩個批次的
產品，中心也會通知業界有關事件，及追
查問題食物的來源和分銷情況。
發言人補充，孔雀石綠是一種工業染

料，被使用作治理魚類疾病。雖然樣本只
驗出極微量孔雀石綠，但根據《食物內有
害物質規例》，有在本港出售的食物均不
能含有孔雀石綠。違例者會被檢控，一經
定罪，可處罰款五萬元及監禁六個月。

兩款罐頭鯪魚驗出孔雀石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