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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聞

鄭家純：擴星光大道無利益輸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康文署與新
世界發展計劃合作擴建尖沙咀星光大道一事
近日備受爭議。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昨日
出席活動時，首度開腔回應事件。他形容新
世界是「好心做壞事」，稱新世界已管理星
光大道 9 年，一直都虧蝕，故不存在利益輸
送。他歡迎政府對項目管理進行招標，又相
信不會有其他財團有興趣。
鄭家純表示，不明白「明明是一件好事，
但公眾會諸多阻撓」，還有市民申請司法覆
核，自己對事件感到莫名其妙，「摸不着頭
腦」。他指出，星光大道日漸失修，現時已
陳舊和破爛，項目擴建後可帶旺人流 ，鄰近
商場新世界中心是得益者無可厚非，但擴建
項目的同時也是三贏方案，「市民、政府及
公司都有得着」。
他不認為事件存在利益輸送，並指即使由
其他公司擴建及管理星光大道，商場同樣可
享受成果。他指出，新世界歡迎政府公開招
標項目，但相信其他人未必有興趣，因管理
星光大道是「吃力不討好 」。

■責任編輯：霍柏宇 2015年9月4日（星期五）

荔園閉幕迫爆 下午限人流
市民把握懷舊最後機會 有機動遊戲需等近句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香港人集體回憶之一的「荔園」重開逾
兩個月後，昨晚 11 時正式關門閉幕，全日吸引不少市民把握最後機會入
場，緬懷過去。荔園表示，截至上月 30 日已吸引 110 萬人次入場，園方
昨日下午更需實施人流管制。現場所見，不少機動遊戲大受市民歡迎，
縱然因人多而需輪候約一小時，仍無損雅興。有市民表示頗喜歡荔園；
亦有外籍人士認為荔園的佈置既漂亮又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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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邨爆鹹水缸
顏汶羽促房署盡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觀塘順利邨利康樓昨
早疑因地下鹹水缸爆裂，鹹水流入食水缸，約 450 戶
居民受影響，經房屋署搶修後，鹹淡水供應陸續恢復
正常。有居民批評房署反應慢，表示暫不會取用食水
煮食。青年民建聯主席、觀塘區議員顏汶羽認為房屋
署在事件中責無旁貸，「這種低層次錯誤亦是市民不
能接受的。」他促請房屋署做好監管維修承辦商及日
常喉管檢查工作，確保任何喉管都不會出現滲漏情
況。
房屋署表示，約於早上 8 時已接獲順利邨利康樓居
民報告稱食水有鹹味，該署經檢查後發現地下鹹水缸
爆裂，鹹水滲入旁邊的淡水缸。房屋署隨即停止大廈
鹹淡水供應，亦一度接駁商場淡水喉至住宅大廈的地
下水喉作臨時供應食水之用，並在搶修後陸續恢復正
常鹹淡水供應。
居於利康樓 9 樓的胡伯伯批評房屋署反應慢，「早
上煲湯煮飯時未放鹽已有鹹味」，不滿當局下午才告
知居民。另一名居民謝小姐則感到擔憂，更呼籲街坊
不要煮飯煲湯及應外出吃飯。
觀塘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柯創盛與順利邨民
建聯社區主任梁騰丰在事發後曾到泵房了解水管損壞
情況，發現鹹水供應因維修已暫停 3 日，至前晚才重
新供應，疑老化生銹的鹹水管未能負荷水壓而爆裂，
水柱直沖天花板後反射至一旁的食水缸，因而造成鹹
水滲漏至食水缸。柯創盛表示，將於區議會上反映問
題，希望房屋署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Super Summer 2015」昨日圓
「荔園滿落幕，由
6 月 26 日起至上月

30 日，已吸引 110 萬人次入場，當中以港
人為主。昨日不但是樂園最後一天，亦適
逢是公眾假期，加上中午時分天陰但無
雨，吸引不少扶老攜幼的家庭、情侶及旅
客魚貫入場。

大會大派綠箭深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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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內的攤位遊戲大受市民歡迎，部分大
排長龍，如以昔日荔園的標記大象天奴作
藍本的「吸蕉大笨象」，但等候時間不算
長，約需時 10 分鐘至 15 分鐘；部分機動遊
戲則需要等候較長時間，如可欣賞沿途景
色的「城巴新巴開心列車」便要輪候約 1 小
時，但仍無損市民雅興。昨日下午由於入
場市民眾多，大會實施人流管制，輪候入
場或需時逾一小時。 大會亦在入口免費派

發逾 4 萬把主題卡通人物撥扇，並於樂園出
口免費派發逾 10 萬排綠箭香口膠，深得市
民歡迎。
帶同太太及女兒到場的梁先生表示，適
逢昨日是自己生日，故決定到場遊玩。他
指自己頗喜歡荔園，尤其愛玩掟階磚及旋
轉木馬等，又認為今次重開的地點方便易
達。在港工作的外籍人士 Malicz 認為，荔
園的佈置漂亮且吸引，對閉幕表示可惜。
另外，為迎接閉幕一刻，大會於昨晚舉
行 「 荔 園 Goodbye Summer 2015 演 唱
會」，邀得多位年輕本土唱作組合及歌手
演出，如唱作歌手林二汶、音樂人黃靖、
獨立樂隊「新青年理髮廳」等，歷時逾 3 小
時。荔園成立於 1949 年，並在 1997 年結
業。今次「荔園 Super Summer 2015」在 6
月 26 日起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開幕，入場
費全免，投資額高達千萬元。

環團中環「快閃」 申德輔道中「專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前政府規劃師薛國強
向城規會提倡取消中環至金鐘的電車路段，有關廢除電
車的言論引起社會極大爭議。多個環團昨日向城規會入
紙申請相反建議，擬將中環德輔道中一段路劃為電車及
行人專區，全長約兩公里，他們更在中環以快閃行動表
達訴求，暫未知城規會討論該議題的日期。
約 20 名健康空氣行動、長春社、創建香港、地球之
友代表及市民，昨日在申請劃為電車及行人專區的中環
德輔道中作「重奪中區規劃」的快閃行動，在行人路鋪

上人造草皮並擺放木桌木椅，有人看書、有人吃東西、
有人彈奏結他及唱歌等，以呈現推行電車及行人專區後
的街道面貌。

改規劃為行人及電車專區
團體同日宣佈入紙城規會並遞交修訂圖則申請，擬將
西港城至畢打街的一段路，由現時的「道路」用途改劃
為「休憩用地」及「環保公共交通系統」，以轉化有關
路段成為行人及電車專區，全長約兩公里；並將環繞德
輔道中8 米至 10 米寬保留作環保交通道路，只准環保巴
士及電車使用電車軌，禁止私家車行駛，但未知城規會
何時就有關議題開會討論。
健康空氣行動發言人鄺芯妍表示，中區交通擠塞情況
愈來愈嚴重，令空氣質素變差。她認為，隨着中環灣仔
繞道、港鐵南港島線及沙中線相繼落成，會對區內交通
起分流作用，是提出相關措施的契機，而建議可減少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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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交通流量及改善空氣質素。「創建香港」亦指出，有
關路段是純商業區，建議具一定可行性，不但令空氣污
染問題改善，亦令噪音減少，同時使有關路段更舒適，
行人更願意行走。

聖伯多祿中學 3水辦鉛超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本港再有學校被驗出
飲用水含鉛超標。香港仔聖伯多祿中學早前在校內抽取
16 個水辦化驗，發現其中3 個食水樣本含鉛量超標，最
高一個超標接近 8 倍。校長唐慶強表示，發現超標的食
水樣本分別取自家政室及教員室水機。由於學校不設家
政課，學生甚少接觸該處水源，相信不會對學生健康構
成影響。為安全起見，已即日停用涉事3處水龍頭。
聖伯多祿中學上星期自行聯絡相關機構檢驗校內食
用水，一共抽取 16 個水辦化驗。周二（9 月 1 日）報
告結果發現，教員室內一部水機，及家政室內兩處水
辦超標，含鉛量分別為每公升 16 微克、13 微克及 88
微克，高於世衛的飲用水含鉛量每公升 10 微克標準。
校方即時停用涉事 3 處水源，翌日向學生及家教會通
知結果。

家政室水源學生絕少用 家長放心
校長唐慶強昨日回應本報查詢時表示，該校家政室為

配合政府的「標準校舍」政策而建，但學校不設家政
課，上址平日僅讓老師、工友或家長煮輕食，學生絕少
使用該室食水。此外，唐慶強指學生最常接觸的飲水
機、小食部、廚房等，水辦俱無超標，結論是學生不受
鉛水影響，暫無須再進行另一次抽樣驗水，家長亦表示
放心。
問及超標鉛水是否來自同一處水管，唐慶強表示暫時
無從得知，但不排除家政室內兩處水辦超標屬同一水
管，至於教員室內共有 3 部水機，其中 2 部水辦符合標
準，超標水機屬不同型號。目前校方已將 3 處超標的水
龍頭停用，校方亦會派員參加政府即將舉辦的食水安全
講座，學習防鉛知識。
為釋除學校食水含鉛帶來的健康疑慮，教育局將聯同
衛生署及水務署，舉辦共 8 場內容相同的講座，歡迎教
職員及家長教師會派代表出席。講座以廣東話進行，全
程 2 小時，有意者需填寫個人資料及出席場次至教育局
指定回條，今日（4日）或之前傳真至28912593。

養和新超聲波儀 高清照胎睇心瓣
部價值 300 萬元的新一代超聲波儀
器，為處於不同孕期的孕婦作檢
查，最大特點是超高解像度可仔細
看到嬰兒心臟的不同部分，包括心
腔出口、心瓣及大動脈等以前不易
看到的位置。

醫生指發現問題可盡早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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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
孕婦一般懷孕第 20 周，便需定期
接受「結構性超聲波」掃描，惟
在 科 技 進 步 下 ， 現 時 懷 孕 11 周
起，已可接受「早孕期結構性超
聲波檢查」，更早知道寶寶是否
發育正常。養和醫院上月起引入
新一代超聲波儀器，高解像度連
嬰兒心瓣都可看到，讓媽媽盡早
了解嬰兒情況，多一份安心，若

不幸出現狀況，亦可盡早決定應
對方法。
早期的「結構性超聲波」掃描
解像度不足，難以精準看清細微部
分，通常只是分辨寶寶性別、四肢
與頭部是否正常發育，但有機會因
位置問題或掃描解像度不足而產生
誤失，如五隻手指黏合在一起而未
有察覺。養和醫院母胎醫學科主任
梁子昂日前表示，該院上月購入 3

梁子昂表示，可使用該超聲波儀
器為懷孕 11 周起的孕婦作「早孕期
結構性超聲波檢查」，讓媽媽更早
知道寶寶的不同部分是否發育正
常。他表示，懷孕期間數星期的變
化與影響已經很大，孕婦愈早知道
寶寶發育正常，可愈早感到心安，
「若不幸發現問題，亦可盡早糾正
或以手術終止懷孕。」
養和醫院婦女健康及產科部主管
陳煥堂表示，養和是全港首家醫院
引入該部儀器，婦產科去年亦首次
進行「實用產科急救模擬演練」，
模擬產婦一旦發生緊急情況時團隊
合作處理的方法，部門將模擬演練
定期為一年一次。他又說，隨着產
科需求於過去數年遞增，有需要拓
展應付需求，該院已於去年 9 月增
加10張病床至 55張，又增加一間分
娩室至4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