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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業「無啖好食」5%「捱唔過」明年
聯會：增長已見放緩 太興指旅客續跌需加價

懵累多邨中鉛「三判」嘆「生不如死」

「綠領」促食環署速簽「惜食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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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堯批噓國歌 囑學生銘記「你是中國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上月17日舉行的世
界盃足球外圍賽由香港隊主場與國家隊對壘，中文大
學新亞書院的圓形廣場現場直播賽事時，竟有學生在
奏起中國國歌時發出噓聲。中大校長沈祖堯昨亦於網
誌批評有關學生的舉動是侮辱國家，極為不當及不可
接受，對此感到非常痛心。他強調，國歌是國家尊嚴
和團結精神的象徵，呼籲學生認真思考，不要再讓類
似事情再次發生，並引用國學大師錢穆所言作提醒
「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沈祖堯昨日在網誌提到，內地學術、科研及經濟皆
發展迅速，為本港提供龐大的機遇，中大亦一直鼓勵
學生要認識祖國，提供不同的交流及社會服務機會，
讓學生擴展視野及掌握內地發展的情況，亦可鼓勵兩

地學生精益求精，互相借鑒兩地的成功經驗，啟發更
多新意念。
他續說，當他喜見兩地交流日趨頻繁之際，上月17
日在旺角大球場舉行的2018年世界盃外圍賽，部分香
港球迷在大會播放中國國歌時報以噓聲，已令他感到
不安及失望。與此同時，中大新亞書院的圓形廣場當
晚現場直播這場足球大戰，有部分內地學生起立唱國
歌時，竟遭到現場部分中大生報以噓聲。

侮辱自己國家 極不當不可接受
沈祖堯指，當自己翌日從報道得悉事件，對部分

學生竟對國歌有不尊重的表現，感到非常痛心。他
認為，有關學生在那一刻要以如此負面的方式宣洩

情緒或有各種原因，「然而，侮辱任何國家，特別
是自己國家的國歌，我認為是極為不當、不可接
受。」

引國學大師錢穆名言誡學生
沈祖堯強調，團結精神對於維繫一個國家至關重

要，而國歌是國家尊嚴和團結精神的象徵，《義勇軍
進行曲》未成為國歌前，在中國抗戰時期曾經大振國
民士氣，盛載着豐富的歷史意義。
因此，他呼籲學生認真思考，千萬不要再讓這些事
情再次發生。他特別引用國學大師錢穆在其寓所素書
樓講最後一課時，給學生留下的最後贈言，並期望學
生銘記於心：「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本港出現今
年第二宗本地登革熱確診個案，一名男病
人於上月底出現發燒及頭痛等徵狀，昨晚
證實對登革熱病毒呈陽性反應。該病人於
沙田大水坑村附近地盤工作，與上月一宗
登革熱確診個案的病人於同一地點工作，
食環署已進行病媒調查及控蚊措施。衛生
署衛生防護中心表示，不排除會有更多感
染個案，會密切監察。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晚公佈一宗本地
登革熱個案。該名54歲男病人於上月29日
起出現發燒、出疹、頭痛、肌肉痛及關節
痛等病徵，他於本周二到律敦治醫院急症
室求醫，其血液樣本經化驗後，證實對登
革熱病毒NS1抗原及登革熱病毒血清型1型
基因呈陽性反應。病人情況穩定，昨晚入
住律敦治醫院。

衛署：或有更多個案
衛生防護中心社會醫學顧問醫生張竹君
昨日表示，病人居於北角永興街，潛伏期
內並無外遊。張竹君指出，該名病人與上
月2日公佈的登革熱個案病人同於沙田大水

坑村梅子林路地盤工作，並曾在地盤被蚊
叮，兩名病人個案屬同一型，但她指中心
要進一步分析兩名病人的病毒是否來自同
一源頭。
張竹君續說，區內的白紋伊蚊或帶有登

革熱病毒，不排除有更多感染個案，會密
切監察情況，衛生防護中心人員將視察病
人住所及工作地點，同時進行問卷調查，
找出有否未獲診斷的個案及安排血液化
驗；食環署則會進行病媒調查及控蚊措
施。
中心呼籲曾到過北角永興街及沙田大水

坑村並出現登革熱病徵的市民，應致電衛
生防護中心登革熱熱線2125 1133，安排化
驗調查或轉介至醫院作適當跟進。

今年錄個案數10年來最多
根據中心數據顯示，今年已確診共110宗
登革熱個案，包括兩宗本地個案、106宗外
地傳入個案、一宗未能分類以及一宗正在
調查的個案。2005年至2014年間，每年同
期只錄得27宗至109宗登革熱個案，故今
年錄得的個案數目是過去10年以來最多。

再有大水坑村地盤工患登革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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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律政司
司長袁國強近日缺席了多項公開活動，引
起外界揣測。運輸及房屋局昨日回信立法
會，信件提到袁國強未能出席今日的鐵路
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不過，司長會在下
星期三出席立法會大會，就高鐵「一地兩
檢」的問題回應議員的質詢。律政司司長
新聞秘書證實，袁國強因腸道不適於前日
入院，現正在醫院休養，預計周內可以出
院。
袁國強近日因身體不適，未有出席日前

舉行的「2015十大港聞選舉」，也缺席了
立法會全體會議。運輸及房屋局向立法會
去信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指「由
於律政司司長身體抱恙，現正在醫院休
養」，故會缺席今日會議討論高鐵香港段
「一地兩檢」安排的會議。
律政司司長新聞秘書昨日向傳媒證實，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因腸道不適，前日入
院，現正在醫院休養，毋須做手術，情況
無大礙。醫生建議他留院休養，預計周內
可以出院，並會出席下周三的立法會全體
會議，回應議員就高鐵西九站有關實施
「一地兩檢」的口頭質詢。

立會通過打擊走私象牙議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昨日通過

加強打擊走私野生動物罪行的無約束力議案。提
出動議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近年香
港在國際上被視為野生動物走私中心，相信海關
檢獲的非法象牙只屬冰山一角。署理環境局長陸
恭蕙表示，港府重視保護瀕危動物，現行法例規
管比國際公約更嚴格，會加強打擊非法象牙買
賣。

葛珮帆盼全面禁止買賣
立法會昨早續辯論有關加強打擊走私野生動物

罪行的動議，議案獲各黨派議員認同。提出動議
的民建聯議員葛珮帆指出，不法商人利用現時香
港法律的漏洞，令香港近年成為野生動物的走私
中心之一，導致大量非洲野生大象因走私象牙而
被非法獵殺，獵殺過程殘忍；走私犀牛角、花膠
及魚翅等活動，亦導致部分物種瀕危。
她動議政府加強執法，遏止犯罪組織利用香港

作為非法貿易中心，並進一步限制在本港進行象
牙及其他瀕危野生動物產品的貿易，最終達至全
面禁止進行有關買賣。
署理環境局長陸恭蕙表示，政府重視保護瀕危

動物，現行法例規管比國際公約更嚴格，又指在
禁止期前登記的象牙，由大約460噸跌至去年的
約110噸，當局會繼續加強打擊非法象牙買賣。
她表示，香港相關法例的刑罰與其他司法管轄

區相若，對是否提高罰則持開放態度，但需要更
多時間考慮。
最後，葛珮帆的動議獲立法會通過。

譚允芝：濫用覆核
須收緊法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香港特區前終審法
院常任法官列顯倫日前批評，近年有人濫用司法覆
核，試圖癱瘓特區政府運作。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
譚允芝昨日承認，近年間中有人濫用司法覆核，而
將司法覆核作為評論政策的平台是不正確的，其中
部分申請更透過申請法律援助作出，即使判處懲罰
性繳付訟費，對申請人也「咬唔入肉」，故未來需
要研究是否收緊法律援助的審批。
反對派近年動輒提出司法覆核，試圖挑戰特區政

府權威。譚允芝昨日在出席一公開活動後回應說，
司法覆核是法治社會下非常重要的體制，對特區政
府權力具有制衡作用。不過，近年的確有人濫用司
法覆核，而這情況過去也的確出現過，「如果有人
將司法覆核程序變為評論政策場所，或者利用法庭
發表政見，這是不正確的。」

指懲罰性訟費「咬唔入肉」
她認為，法官在審理前會先聽取雙方理據，再決

定是否受理司法覆核申請；如果沒有合理勝算，法
庭都不會批准許可，並會判處懲罰性的訟費，相信
制度可起把關作用。不過，近年部分司法覆核申請
是透過申請法律援助作出，即使判處懲罰性繳付訟
費，對申請人是「咬唔入肉」，未來值得研究為制
度進一步把關，「由於懲罰性訟費對申請者影響不
大，因此，未來需研究是否收緊法律援助的審
批。」

聖誕搭港鐵成人享小童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聖誕佳節將至，港

鐵昨日宣佈，將於本月26日及27日推出「港鐵節折
賞」，乘客使用成人八達通乘搭港鐵本地車程，可
享有小童票價優惠，而原來享有八達通特惠票價優
惠的乘客則只需繳付每程1元。另為方便巿民節日
期間外出購物，港鐵由後日起將有一系列加強列車
服務安排。
港鐵表示，將於未來一年的指定6天推出「港
鐵節折賞」，本月26日及27日為首兩天，其間港
鐵將額外增加168班車。整個節日期間將額外增
加逾1,400班車，包括於平安夜及除夕當晚通宵行
駛列車（機場快綫、迪士尼綫和部分輕鐵綫除
外）。
機場快綫亦會於個別日子加強服務，方便乘客

到外地旅遊。本月22日至24日，香港站的首班機
場快綫列車將於早上5時開出，較平日提早50分
鐘，博覽館站的首班車於早上5時26分開出。而
本月27日、下月1日及3日，博覽館站的尾班車
於凌晨1時25分開出，較平日延後40分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環保
團體「綠領行動」昨日到食環署抗
議，不滿該署被審計報告批評「惜
食不力」後，以「無法對租戶及食
物業牌照持有人選用的食譜設限」
等理由拒絕簽署。他們促請食環署
盡快簽署《惜食約章》，並制訂方
案減少廚餘，及協助非牟利組織到
街市收集剩菜。
「綠領行動」成員昨日要求約見

食環署署長劉利群，又以環境局宣
傳物「大嘥鬼」取代食環署的標誌
抗議。「綠領」發言人蔡家民稱，

《約章》的建議與約束，明顯是針
對會直接製作食物的機構或企業，
對食環署不構成任何影響，故食環
署是「故意對號入座」來推搪。
他又稱，食環署正在大成街街市

推行「公眾街市參加廚餘循環再造
合作計劃」，添置廚餘處理機，若
沒有一定數量的剩菜進行循環再
造，就是「另類的浪費公帑」。食
環署應製訂簡單的申請程序，讓非
牟利組織到公眾街市收集剩菜，並
制訂可量化的指標，同時達至《約
章》中的要求。

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昨日繼續聆訊，總承
建商有利建築的三判商永興東主莫海光在作供時
稱，他事前不知焊接食水喉的錫條含鉛，如知道
錫條內的鉛可滲入食水，他不會用錫條焊接，而

自己一直信任焊料供應商，故訂購焊料時不會查問價
錢及牌子，物料送抵地盤後也不會檢查貨物及核對單
據。他承認，因個人認知不足及無知，令多條屋邨出
現食水含鉛問題，更令有利損失嚴重，令他「生不如
死」，並向受影響屋邨及有利致歉。
永興為負責5個涉事屋邨的三判。莫海光昨日在書面

供辭中表示，受影響屋邨是用錫條焊接食水喉，自己
家中的接駁水喉也使用錫條。他事前不知道錫條含
鉛，如知道錫條內的鉛可滲入食水，一定不會用錫條

焊接。在鉛水事件後，他向焊料供應商查詢，才知道
錫條的含鉛量達50%。
他續稱，自己過去一直由二判明合提供「小五

金」，但由元州邨第二期及第四期工程開始改由永興
自行購買，而明合從未告知永興有關焊料的要求及建
議購買的地方，由永興負責的5條涉事屋邨都是從雋景
及和興供應商購買焊料。由於他非常信任焊料供應
商，故訂購焊料時不會查問價錢及牌子，只會提及數
量及貨量；在物料送抵地盤後，不會檢查貨物及核對
單據。

認部分水喉工程給「四判」
莫海光說，因自己的認知不足及無知令多條屋邨

出現食水含鉛問題，及導致有利損失嚴重，自己受
到良心責備，令他「生不如死」。他又承認將部分
水喉工程判給「四判」，而明合也知道，因為他曾
讓明合的職員直接與四判的工頭接觸，但他不清楚
有利是否知道，而自己無聽過房署只容許工程最多
去到第三判。
有利建築的另一個三判商、負責彩福邨水喉工程的

恆利東主蕭健煌的供詞指出，他事前沒有見過捲裝錫
線，不知道焊料有含鉛及不含鉛之分，又知道水喉物
料要交給房署審批，但不知道審批內容，亦不清楚焊
料是否需要審批，強調不知道房署的標準，否則他會
使用無鉛的捲裝焊料。他今日會繼續作供。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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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家和分析指出，現時餐飲業經營
者面對經濟放緩、租金上揚以及

員工薪金增加等多重困難，直言對明年
經營情況感不樂觀。他指出，今年行業
整體表現雖有輕微升幅，但「往年有
8%（升幅），今年應只有約3%」，呈
增長放緩之勢，足見餐飲業表現不佳，
擔憂或會影響其他與其息息相關的行業
發展。他續說，雖有聽聞有行業租金呈
倒退，但若以現時3年租約計算，餐飲
行業平均每年租金加幅達7%。

陳永安：或成本轉至消費者
陳永安指出，現時市道明顯淡靜，餐
廳租金卻從未見倒退，一直加價，只是
加幅有緩急之分而已，「最高加幅達
20%。」他又指，受訪港旅客下跌影
響，其集團位於銅鑼灣、旺角、尖沙咀
等旅遊區的分店生意跌幅最大，達10%
至20%。他認為有關情況若至租約期滿
仍未見改善，或許不再經營該分店。
雖然面對成本上漲，陳永安仍預告將
為員工加薪4%至5%，或會轉移部分成
本予消費者，「奶茶可能加1元，部分
分店餐牌或會選擇性加價。」

他又指，餐飲行業現正迎接聖誕節、
新年等消費節日來臨，擔憂節日過後，
明年3、4月會有「行業淘汰賽」，全港
約5%餐飲店舖或會面臨倒閉危機，中
小企業將首當其衝。

林國亮：聖誕單下調逾20%
上海弄堂董事經理林國亮指出，今年

銷售推廣將着重於本地消費者，現時聖
誕訂單情況與往年相若，因擔憂消費者
消費意慾下降，故計劃下調餐牌價格逾
20%，「往年是999元兩位，今年是799
元兩位。」
他又預計，中西餐廳及酒店的聖誕餐

訂價應相差不大，而「價錢如果差不
多，消費者多會轉去酒店消費」，預計
前者銷售或會受到一定打擊。
餐飲聯業協會昨日亦舉行首屆「香港

餐飲業展2015 」開幕典禮，共有23家
從事餐飲行業的參展商參展，吸引逾
2,000名行內人士入場。協會主席李遠
康表示，是次活動主要為該會960名會
員提供一個溝通平台，藉展覽了解更多
與餐飲有關的優質產品，促進各行內會
員的合作及締結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訪港旅客數字持續放緩，旅遊業表

現欠佳，餐飲業屬其中一個首當其衝的受影響行業。香港餐飲聯業協

會昨日舉行「餐飲業營運及未來挑戰傳媒分享座談會」，多名協會負

責人兼餐廳經營者一一分享其對行業前景的期望。香港品牌發展局主

席、餐飲聯會長黃家和表示，行業增長已見放緩，對來年前景感不樂

觀。太興集團有限公司主席陳永安指出，受訪港旅客下跌影響，部分

集團旗下分店生意跌幅達10%至20%，預告明年會加價。他擔憂全

港約5%餐飲店舖「捱」至明年3、4月時會面臨倒閉危機。

▲餐飲聯舉行
首屆「香港餐
飲業展2015 」
開幕典禮，吸
引 逾 2,000 名
行 內 人 士 入
場。 趙虹攝

◀黃家和（左）
表示，餐飲業增
長已見放緩。中
為李遠康、右為
陳永安。

趙虹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