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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水
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聆訊昨日踏入第
九天，負責管理啟晴邨工程的房屋署
總建築師嚴汝洲繼續出庭作供。委員
會代表資深大律師石永泰展示由水喉
分判商提供的送貨單據，指內有未獲
房委會審批、且未標示為無鉛的物料
進入啟晴邨地盤，質疑房署為何未有
發現。嚴汝洲回應指，所有建材承建
商均有責任核實物料符合規定。
石永泰昨日盤問嚴汝洲時，展示由

「何標記」水喉分判商提供的送貨單
據，指雋景建材有限公司於2012年4
月向啟晴邨地盤的送貨單據中，不但
有30綑 「FRY」無鉛焊線，亦有55
磅未獲房委會審批，且未標示為無鉛
的英國50力扁錫條，質疑房署若有
派員到地盤巡查，為何未有發現未獲
批核的焊料運抵地盤。他認為，「文
件睜大眼就可以看到」，相信只要有
機制「望望張單」便會發現。
嚴汝洲回應指，制度上未有硬性規

定房署檢查送貨單中的焊料是否含
鉛，又指地盤工作量大，須考慮人手
分配，強調所有建材承建商均有責任
核實物料符合規定。
他又說，鉛水事件曝光前，並不知

道作為榮昌邨工程總承建商的保華聘
請「金日」為其水喉分判商，但承建
商自行選擇分判商是業界慣例。他重
申，承建商有責任監督工程以符合合
約要求，認為保華是違反合約條例，
使用未經許可的含鉛物料。

承認無特定人跟進世衛標準
保華建築代表律師麥高義援引世界

衛生組織食水含鉛指引早於1958年
制定，其後至少經6次修訂，質疑房委會無人
跟進及更新該標準。被問到房委會哪個部門負
責跟進有關標準訊息時，嚴汝洲指，現時並無
特定人物負責。在委員會主席陳慶偉多番追問
下，嚴汝洲指可交給其部門處理。
石永泰質疑水務署堅稱，須放水數分鐘才可抽

取水樣本的做法。他引述英國生物學及毒理專家
John Fawell、科技大學副校長李行偉初步報告指
出，根據國際ISO 5667-5指引，若要檢驗金屬
物對食水水質影響，應取「頭浸水」。他又列舉
多個國家及地區的驗水指引，如英國及美國均在
開喉後抽一公斤食水；日本則是先抽水5分鐘，
等待15分鐘後再抽一次水，認為食水在喉管內
經過一輪流通後才抽水檢驗，其金屬量缺乏代表
性，未能反映對飲用者的影響。

昨日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中，兩名
專家證人初步意見書指出，抽取食水樣本
時，必須抽取在已在系統中停留了一段時
間的水，即「隔夜水」而非抽取開水喉後

流動了一段時間的水。水務署昨晚回應指，該
署按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方法抽取食水樣本，認
為方法是按檢測食水目的而決定。

專家證人指抽驗「隔夜水」
石永泰昨日在聆訊上，引述委員會邀請的兩

位專家證人初步意見書，表示抽取食水樣本
時，必須抽取已在系統中停留了一段時間的
「隔夜水」，如只抽取水喉放水後的水，水管
已被沖洗乾淨。
水務署昨晚回應指，為了檢測市民日常飲用

水質是否符合世衛《飲用水水質準則》，參照
世衛建議取樣指引，抽取食水樣本前沖洗喉管
兩分鐘至五分鐘，以確保食水樣本代表性。
水務署表示，所取得的數據會與世衛制定的

準則值和暫定準測值比較，以確定食水是否適
宜飲用，所以以該方法檢測與調查委員會專家
意見並無衝突，並強調抽取食水樣本方法應按
檢測食水樣本目的而決定。 ■記者 文森

水署：按世衛指引抽食水樣本

跨國8億販冰毒
港主腦印尼判死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粵、港及印尼三地
警方，今年1月聯手偵破跨國販毒集團案，販毒集
團41歲港人主腦黃志平，以及印尼籍運毒船船主，
同被控今年1月安排毒品由內地經海路運往印尼，
昨日在雅加達的法院分別被判處死刑。
案中涉及冰毒多達860公斤，黑市價值約8億港

元，是當地第二大毒品案。 同案另外3名港人、3
名印尼人及一名馬來西亞人，分別被判監15年至終
身監禁。
今年初破案時，香港警方毒品調查科在本港拘捕

4名涉嫌為集團清洗黑錢的港人，查獲500多萬港元
財物，以及凍結可疑銀行戶口約1,100萬港元。
被判死刑的本港男子在印尼居住逾十年，遭處決

前會繼續關押。

■冰毒案港人主腦黃志平被判處死刑。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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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促「兩蚊搭車船」變免費
夥市民請願惠長者殘疾人 料政府每年只需多撥兩億

王國興昨日聯同10多名市民到政府總部門外請願，
要求政府盡快落實長者及殘疾者免費乘車優惠。

他們手持書法標語橫額，橫額上有約1,900名市民支持
的簽名，並高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口號表達訴
求。

倡港參考穗交通福利政策
他表示，現時全港約有102萬名65歲或以上長者，
當中近30萬人屬於貧窮，符合優惠計劃的殘疾者約13

萬，交通費經濟負擔沉重。
王國興認為，當局只需要在現時「兩元乘車計劃」
上「行多少少」，便可令他們獲得免費乘車優惠，預
計政府每年需多撥約兩億元。
王國興續說，內地及海外不少城市均為長者提供交通

福利，「以廣州為例，年滿65歲的長者只需要辦理『老
人免費卡』便可免費乘搭市內交通工具。」
他認為，香港經濟發達，廣州做得到，香港亦應做得
到，建議政府參考相關地方長者交通福利政策。

指張建宗答應明年3月檢討
他表示，曾當面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提出建

議，獲對方答應在明年3月把「兩元乘車計劃」擴展至
綠色專線小巴一周年檢討時一併考慮。請願者最後把請
願信及書法標語橫額交予勞福局代表後離去。
王國興已報名參選今屆區議會選舉，將在東區小西灣
出選，同區對手有報稱沒有政治聯繫的朱日安及「人民
力量」成員譚得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長者及合資格殘

疾者自 2012 年 6 月開

始，可以用兩元乘搭港

鐵、渡輪等公共交通工

具。「兩元乘車計劃」

今年3月更擴展至綠色專

線小巴，令受惠層面更

廣。不過，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王國興認為尚未

足夠，昨日聯同10多名

市民到政府總部門外請

願，要求政府盡快落實

長者及殘疾者免費乘車

優惠。他預計，政府每

年需要多撥約兩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有「香港
女飛魚」之譽的蔡曉慧去年7月在沙田任教
游泳班時，接獲7名女學生求助稱被非禮
後，報警揭發事件。涉案被控非禮的38歲男
教師趙子卓，昨日在粉嶺裁判法院被判18項
非禮罪不成立。代表被告的辯方大律師顧佩
芳指趙不會答辯，也無辯方證人。裁判官

指，女學生與在場救護員口供不吻合，不能
確認侵犯者身份。法官又指，泳池有6個出
入口，其他泳客均可隨便進出。控方不能在
毫無合理疑點下，向法庭證明被告犯罪，所
以判趙無罪。
趙聞判後，在庭外擁抱親友激動哭泣，一

邊說：「我根本無做過」。

造假騙領積金 再有10人被捕

涉狎「女飛魚」7徒 男教師脫罪

新能源標準下周換 料年省3億度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進一步推動
環保，政府昨日宣佈將於本月25日全面實施新
能源效益級別標準，冷氣機、雪櫃及洗衣機能
源效益級別將提升至原來標準的30%，零售商
必須在本月18日至24日，為該3種電器陳列貨
品換上新能源標籤，參考編號以「U1」開頭。
政府估計，每年可節省約3億度電。
政府發言人表示，希望新能源效益級別標準

能鼓勵供應商引進更高效能的產品，並方便消
費者選購更節能的產品。政府又估計，推行新
能源效益級別標準後，每年可節省約3億度
電，相等於每年約3億元住宅電費，每年亦可
減少約21萬公噸二氧化碳排放。發言人指出，
如供應商沒有適當貼上能源標籤，即屬違法，
一經定罪可罰款10萬元。機電工程署將巡查各
零售商店，確保有關人士遵守條例規定。

血癌的哥疑失救 教授：死可避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患
血癌的士司機，4年前懷疑在瑪嘉烈
醫院因未獲醫生及時處方抗生素，最
終不治。死因庭昨日再展開聆訊。港
大教授批評，死因由於醫護人員警覺
性低及拖延所致，浪費搶救寶貴時
間，並認為死亡可以避免。
終年51歲的血癌病人宋海洲，2011
年10月底在瑪嘉烈醫院出院，翌日開
始發燒，輾轉再返回瑪嘉烈院診治，
懷疑因未及時獲處方抗生素，最終不
治。
遺孀劉冬梅年半前因質疑瑪嘉烈醫
院內科病房當值醫生龍嘉欣作假口
供，所以暫停死因研訊，以展開調
查。事隔年半，龍醫生再到庭作供，
並指曾見死者有意識地睜眼。劉即
指，丈夫一直昏迷，斥責醫生「講大

話」，更指「事隔咁耐仲無良心發
現？」

醫護未為意白血球指數超低
擔任專家證人的港大血液腫瘤科

及骨髓移植講座教授鄺沃林亦不贊
同龍醫生說法，認為死者在不治前
半小時睜眼的可能性為零。鄺教授
作供時指，宋由一連串不應該發生
的事情而導致死亡。
他首先指出，病人化療後白血球
指數低至未能量度的程度；醫生及
從旁協助的護士亦未有為意，可見
醫護人員警覺性低。
鄺續指，若醫生批准正接受化療病

人出院返家，亦應讓病人配備抗生素
及疫苗，但強調：「我一定唔會容許
病人喺咁嘅情況下返屋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深水埗
欽州街小販市場為本港布販集中地，港府
於8月致函布販，當局將於年底收回市場
以興建居屋，令布販及部分市民不滿。布
販昨日向立法會申訴部求助，表達「不遷
不拆、原區安置」的訴求。有立法會議員
直言訴求實現有難度，反建議爭取使用附
近「十室九空」的室內街市，有布販贊
成。
逾50名欽州街小販市場布販及義工，

昨日到立法會申訴部與5名立法會議員會
面，表達反對政府收回市場興建居屋的意
見。申訴者以布匹製造貼有標語的橫額，
希望「不遷不拆」及「原區安置」，同時
促請政府「尊重棚仔布檔歷史」。
申訴者輪流發言，欽州街布販市場布販
關注組主席何應表示，希望市場「不遷不
拆、原區安置」及就地活化，政府同時給

予合法經營渠道。他指市場有多年歷史，
有無比價值，非金錢可以衡量，又不滿政
府提出收回市場前尚未與布販商量。

原地安置難 須面對現實
在市場經營逾20年的李麗梅表示，每

年都有來自新加坡大學的時裝設計系教
師率領學生前來購物，認為市場有助推
動時裝發展。有申訴者提及賠償問題，
要求金額由8萬元提高至12萬元。
其中一名與會議員、批發及零售界議

員方剛直言，難以爭取原地安置，布
販要面對現實。他表示，明白布販情
況，指他們一旦被拆散就不能再經營
下去，反建議爭取使用「十室九空」
的室內街市。
另有與會議員指，布販有不同要求，如

「不遷不拆」與「申領賠償」有衝突，建

議布販先進行內部調查，了解實際訴求，
令議員與政府商討時可更具體地反映。5
名議員同意成立個案委員會，並將與食環
署、規劃署及地政總署代表開會，了解部
門決定細節，及轉達布販意見。對於方剛

建議轉向爭取使用室內街市，與原本「不
遷不拆」的訴求有分別，但有布販表示贊
成。李麗梅表示，方剛建議中肯，反映布
販心聲。何應則指做法可取，建議使用通
州街街市。

方剛倡用室內街市方剛倡用室內街市 欽州街布販贊成欽州街布販贊成

■欽州街小販市場布販及義工爭取「不遷不拆」及「原區安置」。 莊禮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警方商業罪
案調查科今年8月根據積金局轉介，破獲誘使他人以虛
假陳述騙取強積金供款的詐騙集團，拘捕19人。經進一
步調查後，警方昨日再採取第二波行動，拘捕多10名涉
案男女，令同案被捕者增至29人，涉及款項約1,200萬
元，行動仍繼續進行。
在商罪科第二波行動中被捕的9男1女，年齡介乎26
歲至61歲，當中兩名男子是涉案財務公司職員，另外7
男1女是強積金戶口供款人，已獲准保釋候查。

數個特定地址收支票惹懷疑
積金局早前察覺一批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的供款
者，所提供的收取支票地點均為數個特定地址，因而
起疑，轉介警方調查。
調查過程中，揭發有自稱是財務顧問公司職員者，
專以cold call（推銷電話）形式，隨機尋找「等錢使」
的市民，聲稱可提供協助，相約見面後教唆他們作虛
假聲明，以永遠離開香港為由，申請提早領取強積金
供款。事後，集團從中收取兩三成手續費。
今年8月25日，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認為時機成熟，

突擊搜查西九龍兩間涉嫌詐騙的目標公司，拘捕12名職
員和7名強積金供款人，並帶走一批文件、電腦、手提
電話等證物。初步調查顯示，兩間公司共涉及60個客
戶，涉及款項高達700萬元。

警共拘29人 涉款1200萬
商罪科訛騙組10A隊女主管丁銹芝高級督察表示，繼

8月行動後，經進一步深入調查蒐證，再掌握新證據，
昨晨採取第二波行動，在港九各區拘捕多10名涉案男
女，令被捕者增至29人，涉案金額增至1,200萬元。案
件仍在調查中，稍後或再有新一輪拘捕行動。
丁呼籲市民切勿以任何非法手段提取強積金供款，如
遇人聲稱可協助提早提取強積金供款，可向積金局查詢
或向警方舉報。

■丁銹芝呼籲市民切勿以任
何非法手段提早提取強積金
供款。 劉友光 攝

■■涉嫌串謀詐騙積金涉嫌串謀詐騙積金
局的疑犯被帶署局的疑犯被帶署。。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王國興指，政府只需要「行多少
少」，每年需多撥出約兩億元，就可以
使長者和殘疾者獲得免費乘車優惠。

莊禮傑 攝
■王國興聯同10多名市民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政府盡快落實長者及殘疾人士免費乘車優惠。

莊禮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