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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電明年凍費 環團：應減0.5%至2%
鄧家彪指燃料跌成本減 能諮委：或為利潤管制談判鋪路

工展自拍上載搶1蚊洗衣機

中建：未留意焊喉錫料含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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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佩韻）「一寸光陰一寸金，寸
金難買寸光陰」，每年工展會的一元限時限量優惠一瞬即
逝，市民要抓緊每分每秒方能覓得心頭好。今年工展會的
「震撼價」貨品除了有一元急凍食品福袋、澳洲罐頭鮑魚
孖寶套餐及6粒裝養陰丸外，更有一元洗衣機及999元的
日本製雙頭煤氣爐，市民需進場「爭頭位」排隊購買，亦
要準備好手機以自拍方式搶得心頭好。美的電器市場部總
監劉健揚昨日表示，市民只要在展場內與品牌標誌自拍並
放上社交網站，會按上載時間的先後次序，以一元的價格
送出合共10部洗衣機，望吸引年輕消費者。
第五十屆工展會於今日上午11時正式開幕，場內逾
880個攤位、參展商逾400家。首日舉行一元限時限量優
惠的包括美的電器6KG全自動前置式滾筒洗衣機；內含
匈牙利鵝肝（1公斤）、法式羊架（700克）、泰國鮮露
筍釀雞中翼（1公斤）等食品的捷榮豪華急凍食品福袋；
南北行澳洲鮑魚孖寶套裝（425克×2罐），各限量10
個。另有參展商以999元優惠推出日本製雙頭煤氣爐，
只限今天，名額50個。

999元購原價2580煤氣雙頭爐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市場傳訊經理陳家華表示，今
年工展會踏入第五十屆，加上公司主推「Cook For
Love」煮食的概念，故以999元優惠價出售原價2,580元
的簡栢煤氣雙頭爐，包三年保養，只限首天50個。她續
說，顧客在場內購買指定煤氣煮食爐滿2,000元，即可獲
贈價值238元的Jamie Oliver 煮飯鍋，預料今年生意額有
雙位數字增長。

南北行高麗參買一送一
南北行業務發展經理崔家權表示，除了首日有鮑魚孖
寶套裝作一元優惠外，本月12日至18日亦推出特別優
惠，包括每日限量30個一元「韓國高麗參蜜餞片（10
克）」。他續說，場內亦有韓國高麗人參買一送一優
惠，市民只要購買價值4,300元的20枝裝人參，即獲價
值3,600元30枝裝的人參。
美的電器市場部總監劉健揚指出，去年推出的一元冷氣
機反應熱烈，故今年推出一元洗衣機，於正午12時正式開
賣，名額10個，料今年生意會較去年上升20%。他續說，
今年亦推出10個名額予網上平台，市民只要在展場內與品
牌標誌自拍並放上社交網站，首名、第10名、第20名等如
此類推至第90名人士，即可以一元優惠購得洗衣機。
如欲同時購得多款產品，市民可先到美的電器攤位與
品牌自拍，再衝到附近的煤氣公司攤位排隊購買煤氣
爐，在排隊期間可上載照片，爭取一分一秒「搶貨」。
如有家人或朋友「並肩作戰」，可到南北行購買一元澳
洲鮑魚孖寶套裝，或到壽桃牌攤位同樣以一元價錢購買
原價168元的 12個裝黑松露油鮑魚麵（同樣限量10
個）。若與上述優惠失之交臂，亦可到鴻星食品攤位，
以一元購買不同款式的湯包，並品嚐由德國芝士混合車
打芝士調配而成的低糖芝士撻、太史蛇羹及日本黑豚肉
骨腸等，一祭五臟府再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為協助
基層青年裝備自己，兒童發展配對基金第
六年舉辦「聖誕頌歌節」，為受助青年籌
募儲蓄配對基金。今年有逾8,000名市民
在聖誕期間到全港各區用歌聲送上祝福，
同時為基金籌得至少160萬元善款。
港府於2008年設立「兒童發展基金」計

劃，鼓勵參加計劃的10歲至16歲兒童訂
立目標，並每月儲蓄200元，為期兩年；
民間協作機構會提供一對一的儲蓄配對
金，政府另提供3,000元獎勵，換言之完
成兩年儲蓄計劃的兒童可獲1.26萬元；同
時有義務友師協助參加者發展潛能。
民間慈善組織兒童發展配對基金由第二屆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起開始參與，負責為有
需要協作機構籌募儲蓄配對基金，包括舉辦
「聖誕頌歌節」，每名頌歌者為基金籌得至少
200元，並於全港各區用歌聲送上祝福。

「聖誕頌歌節」昨日舉行開幕禮，兒童
發展配對基金主席鄭慕智昨日宣佈，今年
共有逾8,000名市民參與成為頌歌者，籌
得善款逾160萬元，另外還有各善心團體
捐款支持。過去5年，兒童發展配對基金
曾為2,200名參與計劃的兒童助儲蓄配對
金，總額逾千萬元，佔總數約20%。

林鄭：扶助基層青上流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在開幕禮致辭

時表示，「兒童發展基金」是政府扶助基
層青年向上流動的重要項目之一，計劃有
別於其他措施，不是着眼於滿足青少年在
金錢或物質方面的即時需要，而是希望透
過鼓勵儲蓄、友師的啟導及學習個人規
劃，增強青少年的能力與信心，幫助他們
在社會向上流動。計劃至今已惠及約1.05
萬名基層青少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目前政府資助
的學前康復服務名額嚴重供不應求，平均輪候時
間逾年多，令有需要幼兒容易錯過黃金發展期，
但私營服務卻收費高昂，一般家長難以負擔。仁
濟醫院獲周大福慈善基金捐助500萬元成立兒童
成長發展中心，以低收費為6歲或以下的有需要
兒童提供治療，有需要家庭可獲學費資助。
「仁濟醫院鄭裕彤兒童成長發展中心」於今年4

月開始運作，以自負盈虧、以非牟利形式為0歲至
6歲發展遲緩或弱能兒童提供專業的評估、訓練及
治療，由物理治療師、言語治療師、職業治療師、
特殊幼兒教育教師及社工一整個團隊負責。
現時私營市場一節45分鐘的治療師訓練平均

收費約700元至900元不等，發展中心則提供每
月收費2,765元的服務，包括4節45分鐘的特殊
幼兒教育老師訓練、一節45分鐘的治療師訓
練，另有評估及社工輔導服務，亦會跟進幼兒發
展半年。月入低於全港家庭入息中位數75%以下
的家庭可申請全費減免，每年名額12個；月入
處於中位數75%至125%的家庭亦可申請半費減

免，名額50個。
關太太的侄兒朗朗被診斷為專注力弱及言語發展遲

緩，惟因程度「不夠嚴重」而未能使用政府服務，但朗
朗的幼稚園老師指他能力偏低，建議將他轉到特殊學
校。朗朗的家人無法負擔昂貴的私營服務，到中心求助
獲減免全數學費。
接受治療兩個多月，關太形容朗朗「進步神速」，由

以前只懂用手指表達，目前已可說出完整句字表達自
己，較前獲同齡小朋友接受，「終於有人跟他玩，他也
開心了。」她又說，朗朗最初被評為言語發展較同齡遲
緩9個月，其間缺乏治療，後來再做評估被評為發展遲
緩一年，呼籲家長把握幼兒6歲以內的發展的黃金發展
期，勿因害怕面對現實而影響子女發展。

兩電昨日向立法會議員匯報明年電
費調整，消息指港燈將繼續凍結

電費，中電亦有機會7年來首次不加電
費。消息指出，中電計劃明年基本電
費每度電加價1.6仙，但會被國際燃料
價格下跌令燃料價格調整條款賬（燃
料賬）結餘抵消，最終毋須加電費；
而港燈則會繼續凍結電費。

傳政府促研減費 兩電稱考慮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成員、

工聯會鄧家彪亦引述中電指出，由於
燃料成本大減，來年加電費機會微乎
其微。他表示，國際燃料價格下跌，
令兩電的燃料賬都有正結餘，兩電有
減電費的空間及基礎，市民亦會認為
兩電現應減電費。他透露，兩電曾表
示政府亦要求兩電研究在明年減電
費，但聲稱要考慮。

港燈燃料賬大升 中電「虧轉盈」
港燈在兩年前的電費調整中，將基

本電費加價0.7角，再以燃料賬回扣
達致凍結電費的效果，又預告未來5
年會以相同做法凍結電費。不過，根
據中電前年12月遞交立法會的檔案，
預測今年燃料賬結餘為接近負15億
元，但由於燃料價格大跌，即使扣減
年中退給客戶的12億元燃料賬特別回
扣，年中亦已「轉虧為盈」達正結餘
近 16億元。至於港燈 5年計劃則顯
示，原本則預計今年燃料賬只有3.26
億元，至6月已高達14億元，是10年
來新高。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昨日

表示，燃料價格波動較大，估計兩電
傾向多儲燃料賬，故此基本電費將成
影響電費的關鍵。他認為中電及港燈
分別有0.5%至1%，以及1%至2%的減
費空間。
不過，能源諮詢委員會成員陸炳林

認為，為達致2020年減排目標，中電
要增加天然氣發電，成本較燃煤高，
因此仍有加價壓力，「若中電凍結明

年電費，相信屬政治考慮，目的是為
明年與政府就利潤管制協議談判鋪
路。」

古偉牧：或後年有較大加幅
世界自然基金會助理經理古偉牧

認為，兩電凍結來年電費是合理做
法，但相信減電費機會不大。他又
指出，中電計劃興建燃氣機組以應
付政府2020年的目標，港燈早前亦
得到行政會議批准，可興建新的天
然氣機組，「由於兩電的天然氣新
機組陸續入賬，或令後年電費有較
大加幅。」
本港電費由「基本電費」及「燃料
價條款收費」組成，兩者總和計算出
淨電價，但兩電可透過「燃料價格調
整條款賬」（燃料賬）機制，即實際
燃料成本與標準燃料成本的差額，以
附加費或回扣的形式，向用戶收取或
回贈。兩電過往便多次利用燃料賬回
扣凍結電費加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中華電力及港燈公司將於下周二公佈明年電費。兩電

昨日向立法會議員透露，計劃凍結明年電費加幅，實為市民一大喜訊。但有議員質疑

國際燃料成本大跌，理應減電費；有環保團體亦指兩電有能力減電費0.5%至2%。不

過，有能源諮詢委員會成員指出，兩電增加天然氣發電機組，仍有加價壓力，推斷凍

結電費是為利潤管制協議談判鋪路。

■■中電亦有機會中電亦有機會77年來首次不加電費年來首次不加電費。。圖為萬家燈火香港夜景圖為萬家燈火香港夜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工展首日震撼優惠（部分）
攤位號碼

5A74-79

3B57-62

1C23-24,
31-32

1B51-58

*註：上述所有產品只限今日發售，數量有限，售完即止。售價為港元

資料來源：第五十屆工展會 製表：記者楊佩韻

公司名稱

美的電器

中華煤氣

捷榮

南北行

產品名稱

美的6KG全自動前置式滾筒洗衣機

簡栢煤氣雙頭爐（日本製造）型號：SRJH62

豪華急凍食品福袋，內含匈牙利鵝肝（1公
斤）、法式羊架（700克）、泰國鮮露筍釀雞中翼
（1公斤）、炭燒大蔥雞肉串（1公斤）、日式大蔥
釀雞中翼（10串）及冰袋（1個）

南北行澳洲鮑魚孖寶套裝（425克X2罐）

參考價

2,680

2,580

1,004

780

震撼價

1

999

1

1

數量

10

50

10

10

■林鄭月娥、張建宗、榮吳佩儀、鄭慕智，與出席開幕禮嘉賓齊唱聖誕
歌。

■■張建宗昨張建宗昨
日出席日出席「「仁仁
濟醫院鄭裕濟醫院鄭裕
彤兒童成長彤兒童成長
發展中心發展中心」」
舉行開幕典舉行開幕典
禮禮。。
陳敏婷陳敏婷 攝攝

■■劉健揚指劉健揚指，，11
元洗衣機在今日元洗衣機在今日
正午正午 1212 時正式時正式
開賣開賣，，名額為名額為
1010個個。。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韓國高麗人參買一送一優惠。 曾慶威攝 ■鴻星推出1元湯包。 曾慶威攝

■■第五十屆工展會今日開幕第五十屆工展會今日開幕。。
曾慶威曾慶威攝攝

■壽桃牌1元黑松露油鮑魚麵。 曾慶威攝 ■999元優惠價簡栢煤氣雙頭爐。 曾慶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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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聆訊，中國建築啟晴邨
屋宇裝備工程師林繼煌昨日完成作供。委員會代表
律師質疑送貨單據列明有含鉛錫條物料，為何4名
熟悉水喉物料的中建職員均未有發現。林繼煌解釋

指出，當時只專注於已批准的物料，未有留意有關問
題，直言不清楚亦未想過錫條用途是什麼。他又指，因
關稅問題及節省運輸成本考慮，分判商何標記會事先將
物料送往啟晴地盤，及後再運至內地廠房。
委員會代表律師許偉強昨日在庭上展示3張由雋景建
材公司於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向水務分判商何標
記發出的送貨單據，當中包含標明屬內地負責製造浴室
及廚房預製組件所用的逾270磅「英國50力扁錫條」。
該物料在早前聆訊中被披露，包裝上列明屬含鉛錫條。
有關單據亦列明物料送貨地點是啟晴邨地盤，而負責製
造預製組件為中國建築深圳有利華廠。
房屋署代表律師何沛謙指出，房署共收到中建逾100張

便箋，其中兩張列明購有「英國50力扁錫條」。他引述曾
處理有關單據的房署人員指，記憶中均未有見過該單據。
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聆訊將於下周一休庭，下周二將
傳召外國專家證人David Bellinger及承建商瑞安作供。
另外，教育局發言人昨日表示，當局於本月7日，在
粉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小賣部一個熱水罉抽取
了一個食水樣本，化驗結果顯示，該食水樣本含鉛量為
每公升11微克，較世衛標準超出一微克。當局已發信通
知學校、學生家長及教職員驗水結果，稍後亦會為該校
提供相關資訊和驗血安排資料。教育局表示，會繼續與
學校緊密聯絡，並提供適切支援。

■記者文森、歐陽文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