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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禁用預製水喉組件防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鉛水風波停不了。教育局昨
日公佈首批共 12 所幼稚園的食水化驗結果，雖然全部樣本含
鉛量符合世衛標準，但同日英基卻爆出轄下4間中學各有一個
食水樣本含鉛超標。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強調，當局不會鬆
懈，將按部就班進行驗水工作，往後每日下午5時會將驗水結
果上載教育局網址，料3個月內可完成所有學校驗水工作，並
承諾會為受鉛水影響師生安排驗血。

麗娜）房委會公屋食水質量
控制問題檢討委員會昨日舉
行第六次會議。委員會主席
張達棠會後表示，啟晴邨的
測試經驗反映預製水喉組件
在運送過程中，容易出現鬆
散及衛生問題，當局已決定

首批幼園驗水合格 結果日日放上網

張達棠：運送易鬆散出事 郭偉強：承建商未答鉛從何來

■張達棠

■郭偉強

日後公屋不再使用預製水喉組件。另外，4 間涉事的公屋承建商及
其水喉匠昨日獲邀出席會議，委員郭偉強形容會面氣氛平和，但承
建商仍未能回答鉛從何來的疑問。
4 間涉及
張達棠表示，委員會昨日與
含鉛食水事件的承建商代表見

面，主要探討焊接物及交流日後如何杜
絕鉛水的問題，但強調並非為查找責
任。張達棠表示，透過討論反映出地盤
監管有問題，如水喉焊接監工出現漏
洞，有改善需要，並指當局已決定日後
的公屋不再使用預製水喉組件。

未來會到公屋地盤實地視察
張達棠又說，委員會成員未來一兩星
期會到公屋地盤實地視察，了解整個建
設流程及實際施工情況，但暫時仍未決
定地點。4 個牽涉鉛水事件的承建商，
包括中國建築、保華建築、有利建築以
及瑞安都有出席昨日會議。
郭偉強表示，各承建商未能回答究
竟在哪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導致是次
鉛水事件。他指出，僅一間承建商估
計「有可能大判訂不及貨」，結果由

二判、三判自行訂貨了有問題焊料配
件，而公司根據其上繳的單據，列明
符合要求的「高溫焊料」，亦不以為
意。

郭：工人無可能自掏荷包買焊料
郭偉強表示，不少承建商指每棟大廈
的焊料配件費用僅一兩萬元，容易忽略
其導致的嚴重性。他又提到，有承建商
嘗試將責任推卸到工人身上，指工人不
用大判提供的焊料配件，另購熔點較低
的含鉛焊料配件，但郭偉強質疑「工人
無可能自己掏荷包」。
郭偉強認為，很大可能是大判沒有提
供足夠配件，以致工人誤購有問題配
件。他指「能力愈大，責任愈大」，大
判應承擔更多責任，會後其中三間承建
商口頭上答允，日後承建屋邨由「大
判」直接訂購所有物料，避免下游誤購
有問題的配件。

教局購濾水器 接單 5 日送到學校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表示，水務署協助教育局在首批共 12 間
幼稚園中，抽取共 25 個食水樣本，全部樣本含鉛量均符合世
界衛生組織標準。吳克儉在公開活動回應時強調，十分關注
學童食用水的安全問題，關於所有幼稚園及 80 間 2005 年或以
後落成的公營及直資學校的驗水工作，預計可於 3 個月內完
成。為增加驗水透明度，教育局網站會於每日下午5時更新驗
水結果，方便市民自行查閱。此外，局方已為幼稚園採購可
隔鉛濾水器，供應商會在接到訂單後5日內，將濾水器送到學
校及進行安裝。
吳克儉續指，一旦發現有學校驗水結果超標，會安排學童
及懷孕的教職員驗血，「考慮到6歲或以下的學童比較容易受
到鉛的影響，所以以此歲數作界線進行驗血，如發現血鉛超
標時，衛生署轄下的兒童體能及智力發展評估中心會跟進有
關事項。」同時局方亦會要求受影響學校考慮作出相應的措
施，包括安裝除鉛濾水器、預備瓶裝水，甚至外購餐飲。

英基 4 中學有水辦輕微超標

另一方面，英基學校協會昨日在每月通訊中公佈，已在暑假
為轄下22間中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抽取超過300個食水
樣本測試，其中英皇佐治五世學校、沙田學院、南島中學以及
西島中學，各有一個食水樣本含鉛量輕微高出標準，英基表示
已採緊急措施停用4個食水含鉛超標的水源，直至食水達安全
標準。 吳克儉指對事件表示關注，但相信有關學校已採取措施
去處理鉛水問題，局方並將進一步了解實際情況。

自閉者逾10萬 扶康會再建中心施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近年世界各地確診患自閉症的個案數
字持續上升，有關注團體早前估計本港自閉症患者逾 10 萬人，不少家
庭受困擾。有自閉症患者家長表示，照顧兒子令她分身無暇，社福機
構的協助相當重要，又希望社會加深理解自閉症。為照顧日漸增加的
需求，扶康會昨日表示，第二所專門服務自閉症人士及其家屬的中心
下月將於長沙灣開幕。
全職媽媽陳太太的長子兩歲時確診患上自閉症兼輕度智障，言語與
情緒控制方面均出現障礙，過去十多年照顧自閉兒的生活令陳太太感
到「相當辛苦」，初期更「想死」，幸得社工與好友開解及丈夫與幼
女支持，加上使用扶康會的服務，支撐她一直堅持下去。

自閉兒母：社會欠體諒最難過
她形容以「鸚鵡式」的方法教導兒子，「將同一件事不斷重複地
教」，兒子情況點滴改善，例如可自行往返扶康會服務中心。不過，
令陳太太最難過的是社會上不理解的目光。她憶述教導兒子 7 個月至 8
個月，終讓當時 17 歲的兒子學懂獨自到公園散步，某夜兒子到公園散
步時，看到一架停泊的車輛內有女子便好奇地張望車窗，嚇得該名女
子報警求助，結果警方提醒當時懷孕的陳太太應陪伴兒子同行。
陳太太說；「為何要剝奪我兒子外出的權利？」她表示，理解該名
女子的擔憂，但希望社會多點了解與體諒自閉症患者，「我也訓練了
好長時間，才讓他獨自外出。」扶康會早前與 6 名自閉症患者母親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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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時發現，患者家長的壓力來自子女未能預計的行為及情緒，與旁人
不理解的目光，有家長甚至會因而盡量避免與子女外出。
扶康會區域經理卜福晨指出，早期介入治療有助改善自閉症子女的
行為問題，家長有困難應盡早向外界求助，同時開放自己認識更多同
路人，互相扶持與分享經驗。扶康會以自負盈虧的方式經營的服務中
心「牽蝶康兒中心」下月將於長沙灣開幕，主要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
及其家庭提供服務，包括兒童進度諮詢、家長支援小組、社區資源或
服務轉介，希望以「家庭為本」的理念減低家庭的照顧壓力。

朱國智先斬後奏
城大恐停電腦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城市大學學生會幹事會這邊廂
即將面對本周四的倒閣公投，那邊廂又再爆醜聞。各大院校
的學生會基本上每年都會舉辦電腦節活動，讓學生以相對優
惠的價格購買電腦。不過，城大學生會幹事會卻被指「黑箱
作業」，所有文件都未經評議會通過，就擅自接受兩個參展
商的標書。由於做法不合程序，電腦節活動或會因此被否
決，影響一眾城大學生利益，而幹事會會長朱國智亦可能會
受到處分。

私下招標 標書無交評議會查閱
學生會幹事會要舉辦任何活動，均要經過評議會討論及批
准方可舉辦。不過，城大學生會幹事會在籌備電腦節活動
時，卻一直未有向評議會遞交任何計劃書，但又私下開始招
標。在收到 5 間參展商的投標書後，學生會幹事會最終採納
了華碩與 HP 公司的標書，其他「熱門之選」如 Fujitsu 和
Lenovo則未能中標。
一切均已決定之後，學生會會長朱國智才首次在評議會常
務會議上呈交活動的計劃書及財政預算，結果引來多名評議
員的強烈反彈。評議員追問為何幹事會未有呈交標書予評議
會查閱時，朱國智以這是幹事會的「行政權」及「標書內容
機密」為由作解釋，稱需要「保障其他廠商不會知道競爭對
手之招標內容」，所以只是非正式地將文件交予評議會主席
連軒民。
雖然朱國智強調自己未正式與任何參展商簽約，所有往來
只屬「文件交流」，但不少人都質疑標書條款不明，未知所
謂的「接受」會否被視為具法律效力，擔心最後若推翻接受
標書的決定，或會令學生會惹上官非。朱國智則稱已問過律
師意見，指有關標書並無法律效力。

城大學生會幹事會或受處分
電腦節原訂於上周二舉行，但由於當中的籌備完全不符正
常工作程序，評議會已擱置有關討論，活動亦未能獲得通
過。評議會主席連軒民回覆本報查詢表示，由於幹事會做任
何事理應要獲得評議會批准，而是次事件並不符合程序，最
壞情況或要「ban（否決）咗佢」，今年可能不會有電腦節。
至於朱國智等的失職問題，連軒民則指有關人等或會遭受處
分，「包括遺憾動議、譴責，甚至不信任動議等。」
罷免城大學生會幹事會關注組發文章批評朱國智私自接受標
書，有「黑箱作業」之嫌，亦令電腦節的舉行變得遙遙無期。
本報昨日亦曾致電朱國智作查詢，但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逾5萬港人料患「房顫」42%隱性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梁殷欣）心
臟病是本港第二號「殺手」，平均每年
約有 5,000 人因各種心臟病而喪命，但
不少港人由於生活忙碌，容易忽視定期
心臟檢查。一項涵蓋 1.3 萬名公眾人士
的研究發現，約 230 人患心房顫動，但
當中有 42%人屬於未確診的隱性患者，
部分人的中風風險更比一般人高出 9 倍
至 20 倍。團體推算現時最少有逾 5 萬名
港人患心房顫動，呼籲市民關注房顫及
中風的認識，並定期參與包括心電圖檢
查的體檢計劃，以及早診斷房顫，預防
中風。
關注心臟健康教育的「心臟健康列
車」昨日發佈有關港人患心房顫動的人
數及患病因素等研究。該機構由2014年
開始推動「心房顫動社區心電圖普查研
究計劃」，在一年的計劃中為約 1.3 萬
名公眾人士進行免費簡易心電圖檢查，
並利用智能手機程式進行心電圖檢查。

男多女一倍 肥胖高危
研究顯示，當中1.8%人患有房顫，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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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ns LOL
Live in Hong
Kong」演唱會

建行（亞洲）信用卡
優先訂購 Twins 演唱會門票
適逢組合誕生 15 年，人氣女子組合 Twins 將重返紅館舞台，舉
行一連三場「Twins LOL Live in Hong Kong」演唱會。由 2015
年9月14日起，建行
（亞洲）
信用卡會員尊享獨家優先訂票禮遇，快
人一步優先訂購演唱會門票，準備於現場投入兩位可人兒的活力
演繹，兼同度她們入行邁向15年之重要時刻。
會員只需致電優先訂票熱線，即可憑卡訂購最多 16 張門票。由
於門票數量有限，門票將以先訂先得形式發售，售完即止。

領展舉辦「為食本『領』」香港特色美食選舉
為了推廣香港特色美食，領展特別舉辦名為「為食本『領』」
的全港性香港特色美食選舉，讓香港人選出最喜歡的心水食店所
售賣的港產美食。
「民以食為天」，領展希望透過活動向市民大眾推廣香港地道
美食之餘，亦可以為商戶提供一個與食客交流的平台，藉着活動
加深與社區各界人士的互動，並欣賞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本地特
色美食。
晉身香港特色美食各
組別三甲之列的食店，
10月3及4日會在樂富廣
場「開檔」拉票，在美
食巡禮中接受專業評審
團同一眾街坊當場試食
考驗實力，選出實至名
歸的最好特色美食店。

性患病比例較女性高出一倍；年紀愈大
患房顫比例愈高，80 歲以上高達 5%人
士患病。數據亦顯示，房顫患者多屬體
重超重或 BMI 超標，顯示肥胖是患病的
高危因素之一。
另外，239名房顫患者當中，101人為
隱性患者，即 42%患者之前從未診斷出
患有房顫，更有 65.3%人從來未察覺自
己有任何病徵。心臟專科醫生陳藝賢指
出，市民體檢時應包括心電圖檢查，及
早預防並接受醫治。他表示，房顫引起
的中風危險性很高，因為患者心房會快
速且不規律地收縮，血液不能正常輸
送，當心房內積聚了血塊，如血塊流向
腦部，便會導致腦中風。
團體推算，香港市民心房顫動的患病
率 約 0.74% ， 即 現 時 最 少 約 5 萬 人 患
病，但隨着人口老化，推算至2030年患
病人數將增至約8萬人。
陳藝賢表示，由於肥胖與房顫之間關
係密切，公眾應多加控制體重以降低患
病風險，並建議 50 歲以上市民每年驗
身，當中應包括心電圖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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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外集團
連續第五年發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中國海外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國海外集團」或「集團」）連續第
五年發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中國海外集團 2014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以下簡稱「報告」），將上一年度的企業社會責任理念、實踐及成果與各
利益相關方匯報，並冀能引領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報告期內，集團繼續實行可持續性的社會責任理念，
積極宣貫《中建信條》「拓展幸福空間」的企業使

命，融社會責任於企業經營，平衡各利益相關方期望，
創造和諧共贏的社會和經濟價值。
集 團 今 年 首 次 採 用 全 球 報 告 倡 議 組 織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 4.0 版本》
（G4）「核心方案」為報告編制指引，比往年的報告加
強了各利益相關方的參與和意見，以及集團對利益相關方
關注的關鍵性議題之承擔及回應。關鍵性議題包括經濟、

環境、工作場所、社區、產品責任及依法合規六個範疇。
此外，中國海外集團今年開通了官方微信賬號「中海
集團」並上載了報告摘要，方便讀者於手提移動裝置獲
取集團2014年企業社會責任工作的重點資訊。
未來，中國海外集團將繼續秉持着「鑄百年長青基
業」的願景，「慎微篤行 精築致遠」的經營理念，以前
瞻性的戰略思維、注重細節的強大執行力、以人為本的
價值觀念，繼續兼顧各利益相關方的期望，打造和諧共
融的社會，穩步邁向卓越和基業長青之路。

Acestar Concept Ltd國際腕表品牌舉行發佈匯演
Acestar Concept Limited 於 9 月 2 日舉行發佈匯演。
Acestar於亞洲和全球市場作世界性特許品牌及其產品之市
場推廣、營銷及分銷等方面，目標成為行業中的佼佼者之
一。公司善於提高品牌的曝光率及發掘每個品牌的 DNA
與特點，以提高產品的銷售量。此外，Acestar 亦會在不同
的市場及地區探索有潛力的合作夥伴和企業，拓展更大的
發展空間，同時Acestar亦旨在提供最好的質量的產品和服
務給每一位尊貴的顧客。Acestar 於 2012 年獲得梵高品牌
的瑞士腕表、手機、首飾和配飾有關產品在亞洲的授權。

而在 2014 年 11 月，Acestar 更成為了梵高瑞士腕表的
全球授權。除梵高外，2011 年起 Acestar 已是林寶堅尼瑞
士手表於亞洲的唯一營銷權，並進一步在 2014 年 1 月，
取得了著名國際汽車品牌 MINI 腕表的全球授權，可見
Acestar授權及代理品牌的國際性及多元性。
在 2015 年初，Acestar 進一步被知名品牌范思哲-范瑟絲
任命為中國獨家總代理。這進一步體現了 Acestar 的國際
視野以及爭取和世界品牌成為合作夥伴的大方向，並以成
為鐘錶行業其中一個最好的龍頭為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