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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第15/112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9月30日

頭獎：—
二獎：$1,290,970 （3.5注中）
三獎：$86,990 （138.5注中）
多寶：$70,43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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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校園食水含
鉛風波備受社會關注。位於西營盤的仁濟醫
院郭子樑幼稚園，早前被驗出食水含鉛量超
標，教育局昨午安排專車，分批接送該校逾
90名學童到瑪麗醫院驗血，預計一周內有結
果。該校有家長認為，校方會適當跟進及處
理校內食水問題，相信不會影響子女健康。
該幼稚園早前被發現校內一個恒溫熱水器
水辦超標0.3倍，每公升有13微克含鉛量，

影響全校122名學生。教育局昨日首次安排
該校逾90名學童，分批坐旅遊巴到瑪麗醫院
驗血，預計一星期內有結果。

家長：校方即換熱水器 不擔心
該校昨日有不少家長陪同子女到醫院驗

血。兒子剛於本月入學的陳太表示，校方已
即時更換有關熱水器，只是輕微超標，所以
並不擔心。她又指，政府及學校已盡快跟進

事件，校方亦為家長及學童進行心理輔導，
期望鉛水事件盡快完結。女兒就讀低班的家
長張太則指，相信校方會有適當處理，暫時
未有讓女兒帶樽裝水回校。不過，她表示，
如驗血結果發現女兒血鉛超標及發展遲緩，
將考慮為女兒轉校。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回應事件表示，

有數位學童因時間問題未有驗血，局方將
再作安排。他補充，政府會繼續為80間在
2005 年後由政府興建的學校進行驗水工
作。

吳克儉：「跨境專網」有效分流
另外，下學年官津小一自行收生申請前

日截止，吳克儉指，東涌及青衣小學日前
收到不少跨境童入學申請表，反映局方數
年前推行的「跨境專網」計劃有效把跨境
童分流至北區以外的學校。他認為，學校
加強跨境家長對本港學校的了解、提供完
善交通配套等，均有助家長選擇入讀其他
地區的學校，避免個別地區學位競爭激
烈，達到分流作用。

陳茂波：土地供應需時宜未雨綢繆

幼園90童瑪麗驗鉛 料周內有結果

大嶼山分身發展策略擬定
北建房屋東做都會 東北增拓旅遊娛樂

身兼委員會主席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指，昨日舉行
第六次會議，通過大嶼山整體空間規劃及保育概

念、康樂及旅遊和社會發展策略建議，可分為4個重
點，包括在北大嶼山走廊發展經濟房屋；透過欣澳填海
和香港迪士尼樂園擴展，促進東北大嶼成為休閒、娛樂
及旅遊匯點；在中部鄰近港島水域發展「東大嶼都會」
並規劃成核心商業區；以及把大嶼山大部分地區用作保
育、消閒、文化及綠色旅遊(見表)。

陳茂波：6主題11旅點3景點
委員會在會上也有建議康樂及旅遊發展策略。陳茂波
希望塑造大嶼山為多彩多姿的康樂及旅遊目的地，初步
構思規劃大綱共有6個主題、11個主要康樂及旅遊地
點，與3個景點勝地。6個主題分別為探險、刺激、生

態、品味與享樂、放鬆與養生，以及文化與歷史，為提
供多元化康樂設施及旅遊景點。
11個主要康樂及旅遊地點，包括欣澳、梅窩、航空

城、小蠔灣、大東山、東涌谷、大澳、貝澳、長沙、索
罟群島等。至於3個景點勝地，是分流、水口和二澳。

連結「體驗性」交通 增郊園吸引力
陳茂波又指，委員會建議發展連結不同的康樂及旅遊

地點「體驗性」交通，如延長纜車和索道、發展水上的
士、單車徑、環島觀光旅遊巴士等。
委員會同時建議在保育的大前提下增加郊野公園的吸

引力，如改善及增設行山徑、家樂徑、樹徑、園地設
施、指標設施等，以加強大嶼山郊野公園的教育價值，
作綠色旅遊、康樂及教育用途。

整合重置懲教設施 研岩洞地下空間
為騰出土地發展，他表示，會考慮整合及重置大嶼山

數個懲教設施，以及研究發展岩洞及地下空間，「把一
些與社區不協調的政府設施搬遷。」陳茂波又指，發展
時要顧及大嶼山鄉郊需要，同時吸引更多人才，以及為
大嶼山地區提供適當的區內外交通。
他指建議只屬初步構思，可行性仍有待進行技術研究
及財務評估後才能確定，並表示會把發展項目作整體安
排，制定短、中、長期發展目標和時間表。委員會將在
今年底前向行政長官梁振英提交報告，以及就大嶼山整
體發展策略建議提交報告。陳茂波期望，明年初開始展
開公眾參與活動，令社會各界更全面了解大嶼山整體發
展策略，而且有機會聽取市民大眾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大嶼山發展諮

詢委員會昨日開會通過大嶼山整體發展空間規

劃及概念，建議北大嶼山主力發展房屋；中部

水域填海，發展「東大嶼都會」；東北大嶼山

成為旅遊及娛樂匯點，在欣澳填海、擴建迪士

尼樂園，建議增設水上的士、索道、單車徑

等；又考慮發展岩洞及地下空間。發展之餘，

大嶼山大部分土地用作保育、消閒、文化及綠

色旅遊。 委員會會於年底向行政長官提交報

告，及在明年初開展活動予公眾參與聽意見。

大嶼山發展策略主要建議
4個重點

■在北大嶼山走廊發展經濟房屋

■透過欣澳填海和香港迪士尼樂園擴展，促進東北大
嶼成為休閒、娛樂及旅遊匯點

■在中部水域鄰近港島發展「東大嶼都會」並規劃成
核心商業區

■把大嶼山大部分地區用作保育、消閒、文化及綠色旅遊

6個主題

■探險、刺激、生態、品味與享樂、放鬆與養生、文
化與歷史

11個主要的康樂及旅遊地點

■欣澳、梅窩、航空城、小蠔灣、大東山、東涌谷、
大澳、昂坪、貝澳、長沙、索罟群島

3個景點勝地

■分流、水口、二澳

■「體驗性」交通

■延長纜車和索道、發展水上的士、單車徑和環島觀
光旅遊巴士等

其他措施

■整合及重置在大嶼山的懲教設施、研究發展岩洞及
地下空間

資料來源：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製表：莊禮傑

■陳茂波表示，年底會向行政長官交報告。 莊禮傑攝 ■大嶼山擬定分身發展策略。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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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昨晚是中
秋迎月夜，香港特首梁振英及太太唐青儀在
禮賓府招待逾60位「老友記」及其家人，團
團圓圓，共度佳節。梁振英昨日在網誌中，
感謝上一代為建設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犧牲
和努力，又強調應對人口老化是現屆特區政
府四大施政方面之一，當局會繼續投入資源
改善長者生活，並呼籲香港社會各界多關愛
長者，讓他們有安穩的晚年。

招待60長者禮賓府團圓
梁振英昨日發表題為《迎月夜送暖》的網

誌。他在文中分享指，過中秋節最重要是人月
兩圓，最好能夠把一家團圓的溫暖傳開去，尤
其是香港上一代經歷戰亂，大半生的生活和醫
療條件都十分不理想，因此大家更有責任照顧
好長者。昨日「迎月」，他和太太青儀邀請保
良局和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轄下安老院舍60
多位「老友記」和他們的家人到禮賓府過中
秋。

感謝上一代建港努力
他說，當晚參加者有「七十後」、「八十
後」，更有幾位年過九十、精力十足的長者。
他在會上致辭時提到，香港700萬人是一家，
沒有上一代的犧牲和努力，就沒有香港這一代
的穩定繁榮，因此他代表特區政府及香港社
會，向長者表示敬意和謝意。
除了安排皮影戲和猜燈謎，他還奉上山東月

餅和潮州月餅，「據知『老友記』當中有不少是潮州
人，而我祖籍山東；一個月亮，兩種月餅。山東月餅有
豆沙和棗泥兩種，比起蓮蓉，較易消化。」
席間，梁振英與「老友記」閒聊及送上小禮物，當得

悉有老伯伯非常有福氣，有10個孫仔孫女時，他鬼馬地
探問對方能否記清所有乖孫的名字。
他強調，應對人口老化是現屆政府四大施政方面之

一，當局會繼續投入資源改善長者生活，「我亦希望
社會能夠多關心和愛護長者，讓上一代有安穩的晚
年。」

■梁振英招待「老友記」到禮賓府共度佳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統計處日前公佈人
口增長未來會放緩，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被問及是
否再有需要大規模發展大嶼山時，回應指土地供應工
程需時很長，以大規模工程為例，可達13年以上。
他又指，目前仍有相當多市民在輪候公屋，或居住環
境十分擠迫，因此有關工作不可以停止，而短、中期
土地供應更要持續大力發展。
陳茂波補充指，局方已掌握未來30年土地供應情

況，但他重申工程需時，所以要為30年後土地作預
備，「要未雨綢繆，確保土地供應充足。」他指不希
望像以往一樣，土地供應跟不上社會發展步伐，引致
樓價高企，市民難以負擔，希望各界體諒及支持局方
工作。

已指示水署配合查「鉛」
他被問及水務署在食水含鉛問題上是否需要負責，

回應指各方面對焊接物含鉛所引致的後果認知都不
足，承認水務處「事實上在這方面有不足」，例如沒
有檢驗新建成樓宇食水4種重金屬。陳茂波指，水務
處已即時糾正，並指示處方全面如實配合目前獨立委
員會現正進行的調查，待報告出爐後，會「切切實實
跟進」。
至於有關港珠澳大橋人工島移位問題，陳茂波指，

發展局沒有資料可以補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調查食水含鉛量超標專
責小組的調查結果顯示，啟晴邨及葵聯邨二期食水含
鉛超標是由於錫焊接物含鉛。水務署署長林天星昨日
表示，事件反映建造業界對水管焊接物及金屬溶水特
性認知不足，計劃日後批出供水紙前，先檢驗水管錫
焊料有否含鉛。他未有談到水務署在事件的相關責
任，重申現時最主要是改善機制，挽回市民對食水安
全的信心。

林天星：非用錫焊料 住戶可較放心
林天星昨日在電台表示，專責小組確認食水含鉛超
標元兇是錫焊接物，管理處可委託專業人士進行快速
測試，了解喉管焊接位使用什麼物料，如並非用錫焊
料，住戶可以較放心。
他認為，事件反映建造業界對水管焊接物及金屬溶
水特性認知不足，計劃日後批出新建築物供水紙前，
要檢驗水管錫焊料有否含鉛，亦會抽水辦，檢驗食水
內重金屬含量；水務署在等待專責小組其他報告結果
及提供方向性建議後，會研究如何落實建議，包括使
用更好的物料，並檢視監管機制，相信對未來新建成
的樓宇供水系統有好處。
林天星在節目上被多次追問責任問題，他未有正面
回應，僅指政府高度關注事件，目前最重要是不同持
份者謹守崗位、做好本分，確保新落成樓宇食水含鉛
量不會超標，並且按報告結果整體檢視現有機制，挽
回市民對食水安全的信心。

黃仲良：其他屋邨情況或相似
身兼調查鉛水小組主席的水務署副署署長黃仲良在
電視節目表示，啟晴邨和葵聯邨二期與其他食水含鉛
量超標的屋邨，供水設計相似，因此可以推論，其他
屋邨可能都是因為喉管焊接物料含鉛量超標。
他又說，由合資格人士在地盤進行定期巡查，對物
料進行快速測試，完工後再在水喉位置採水樣本，是
最有效防止食水含鉛的方法。至於使用含鉛焊料是否
需要負上法律責任，黃仲良表示，無論合約層面及水
務條例，均規定不能使用含鉛物料，若承建商及相關
人士違反條例，便需要負責。
被問到水務署會否向受影響居民補償，黃仲良認
為，減免水費問題較複雜，署方應先處理食水安全問
題。

水署：焊接物含鉛
業界認知不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屯門醫院早前公
佈，院內一部肝功能酵素檢測儀器參考數值有錯
誤，設定讀數時，誤把60歲以上男女病人參考數值
對調。調查事件的委員會昨日公佈調查結果，確認
部門有既定工作流程找出抄寫錯誤，但事件中未能
察覺錯誤，建議員工日後處理同類數據時，應各自
分開輸入，再互相核對。
事件於今年7月由屯門醫院公佈，共涉及4,634名

男病人，新界西醫院聯網事後委任一個包括獨立人
士及病理科專家的委員會，調查事件成因，以及提
出改善建議。
委員會昨日公佈調查結果，指出院方臨床病理部

2013年引入一套新的實驗室系統，系統涵蓋有關酵
素測試。一名實驗室職員設置新系統時，收集不同
測試的參考範圍數據，再製成試算表交由另外兩名

職員核對，未有發現出錯，數據被輸入系統。直至
今年7月，院方為實驗室預備認證時，最初收集數
據的職員發現酵素參考範圍被錯誤對調。

調查委會倡4招改善抄寫工序
委員會確認部門本身有一套既定工作流程找出

抄寫錯誤，但事件中未能察覺錯誤，建議員工日
後處理同類數據時，應各自分開輸入，再互相核
對、記錄好數據中經反覆核對及修改後的不同版
本，以及採用原始數據，核對實驗室報告的參考
範圍數值。
因應事件建議須重新檢驗的236名病人內，有185

人已接受檢驗，未有發現事件對治療構成不良影
響。另有40人仍未檢查，10人則未能聯絡，或已因
不同原因離世，1人由私家醫生跟進。

屯院抄錯肝酵素 籲日後加強核對

■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
場連日舉行「月下嬉戲
花海間」專題綵燈展。
綵燈展以「嫦娥奔月」
傳說為藍本，造型可愛
的小嫦娥、小白兔穿梭
於花海中，快樂地嬉
戲。康文署於中秋節期
間，在各區舉行多項活
動，包括節目豐富的中
秋綵燈晚會以及璀璨的
綵燈展覽，與市民共賀
佳節。
文：文森 圖：彭子文

「嫦娥奔月」

■大坑昨晚舉行舞火龍活動，為市民迎來火
紅紅的中秋迎月夜。這條由珍珠草紮成並長
達67公尺、身上插滿香枝的火龍，由300位
居民揮動。火龍隨着珠球靈活穿梭於大坑街
頭，大批市民守候道路兩旁欣賞，場面熱
鬧。舞火龍由昨晚起一連3晚舉行，明晚更
會「舞入」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大坑舞火
龍至今已有逾100年歷史。據說源於19世
紀，當地居民為求消除瘟疫而舞火龍，之後
成為每年中秋節慶之一，2011年被列為國家
非物質文化遺產。 文：文森 圖：莫雪芝

舞火龍迎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