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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邪」衝立會案 受襲保安作證
控方拒辯方申請主席秘書長作供

辯方表示，案件要到下月25日待梁
頌恆及游蕙禎到特區終審法院作

終極申請上訴許可後，才決定傳召哪個
範疇的專家證人。
控方則透露將有保安人員於審訊時
擔任證人。
裁判官稱，按辯方所講，案件要待
下月25日才有明朗化進展，故下令雙
方如有需要便去信法庭，申請作第二
次審前覆核，時間預料於9月上旬。

案情示梁游等人衝防線傷保安
5名被告依次為梁頌恆（30歲）、游
蕙禎（25歲）、楊禮康（24歲）、鍾雪
瑩（25歲）、及張子龍（29歲），各被
控一項非法集結罪，指5人於2016年11

月2日，在立法會綜合大樓二樓立法會
一號會議室外，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
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
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致使或相當可能
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結集的人會
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

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安寧。
另一「強行進入」交替控罪則指，各

被告於同日同地，連同其他人企圖以暴
力方式進入會議室。
據控方案情披露，當日會議室前有保

安員築起防線以防梁游等人進入，包括

5名被告等10多人，以粗暴的手法企圖
衝過防線，其間對在場保安推胸、膝
撞，致5名保安受傷，其中一名保安更
於混亂之中失去意識，5名保安其後均
要送院治理，傷勢包括身體有觸痛、呼
吸困難、暈眩和不能站立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正就被撤銷立法會議員資格

等候特區終審法院處理上訴許可

申請的「青年新政」梁頌恆及游

蕙禎，連同助理及義工等3人，

涉於去年11月試圖強闖立法會宣

誓，引起混亂導致5名保安員受

傷。梁游等5人其後被控參與非

法集結罪，及企圖強行進入的交

替控罪，早前各被告已否認控

罪，昨日於九龍城法院進行預

審。案件將定於 12 月 13 日開

審，各人續准以3,000元保釋候

審。辯方原本向控方要求申請將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及立法會秘

書長陳維安列作控方證人，指兩

人在法律上做錯決定，但控方表

示不會依賴兩人證供而拒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繼續審
議港鐵南港島線（東段）主要
基建工程的追加撥款申請，涉
款2.86億元，令整體工程費用
增至逾12.1億元。追加撥款申
請最後以34票贊成、22票反對
下獲得通過。
財委會在昨晨首節會議中，
繼續審議上次未完成討論的港
鐵南港島線（東段）追加撥款
申請。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

境界議員姚松炎，在會上就有
關撥款申請多次質詢政府，包
括指稱政府「計錯數」，要求
更清楚交代價格調整因素所用
的數字等。
社民連議員梁國雄質疑，政
府在多項工程均出現「無理超
支」。
街工議員梁耀忠聲稱，何以
港鐵毋須承擔地質變化等問題
引申的開支。

工黨議員張超雄則質疑政府
「有所隱暪」及「有心回
避」，要求當局交代有何具體
行動避免工程經常超支。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潘婷

婷回應時強調，政府一直「光
明正大」交代數字，所採用的
是政府一貫文件格式和方法，
只是官員與議員的觀點與角度
或有不同，政府有嚴肅對待追
加撥款申請。
當局不希望見到工程超支等

問題，未來會檢討新鐵路項目
的財務安排，盡量確保工程能
符合預算及按時完成。
姚松炎其後以政府發出的文

件「失實誤導」卻拒絕收回為
由，動議中止議程文件。
不過，其動議在反對派支

持，建制派反對下，以20票支
持、31票反對遭否決。
會議進行至第二節，南港島

線的追加撥款申請，最終以34
票贊成、22票反對獲得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浩賢）夏季是蚊媒傳
染病的高峰期，尤以寨卡病毒備受關注。醫管局昨日
表示，公立醫院自本周三起，會對捐贈血液進行寨卡
病毒檢測，並為孕婦在產前準備經寨卡病毒檢測呈陰
性的血液，避免新生嬰兒出現因病毒引致的先天缺
陷，醫院亦會加強院內滅蚊工作，並在登革熱病毒大
規模爆發時，啟動指定診所應變。
醫管局總感染控制主任曾艾壯表示，香港紅十字會

輸血服務中心自去年2月開始，規定曾居於或到訪受
寨卡病毒影響地區的人士，須由離開該地區當日起
計，相隔至少28天才能捐血。
醫管局自本周三起，會對高風險病人的血液或血製
品進行寨卡病毒核酸測試，並為孕婦在產前準備經病
毒檢測呈陰性的血液或血製品，但不包括接受終止懷
孕手術、流產、胎兒夭折、宮外孕及葡萄胎的病人。
根據美國去年1月至今年4月的數據，感染寨卡病
毒的孕婦，其胎兒有5%會因病毒出現如小頭症等先
天缺陷。曾艾壯指，醫管局的新措施旨在進一步降低
病毒經輸血傳播的潛在風險，以及避免病毒危害新生
嬰兒。
他透露，當醫生診斷病人進入產前懷孕期時，系統
會自動向血庫發出要求，預留通過寨卡病毒檢測的血
液或血製品，整個測試過程需一至兩小時，並只限於
醫管局10個血庫。
曾艾壯續指，公立醫院每年平均有500名需要接受
輸血的孕婦，當中僅100人需要在分娩前接受輸血，
故局方每年會為有需要的懷孕病人預留5,000包通過
病毒檢測的血液或血製品。
伊利沙伯醫院高級院務經理梁瑋略表示，院方已與
食環署加強合作，更頻密地清除院內積水及除草，並
使用滅蚊油或滅蚊沙，亦在院內工地或餐廳附近位
置，放置太陽能室外滅蚊器，而院方已派發滅蚊通知
予員工，並增聘滅蚊專家，進一步加強醫院蚊蟲防控
措施。

醫局血庫驗寨卡
增醫院內滅蚊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昨日討論政府提出的

36億元教育新資源措施，其中本財政年度涉
及22.53億元的追加撥款。議員基本支持提
案，但質疑當中每年3萬元自資學費資助未
有包括八大自資課程，做法有欠公平。教育
局局長楊潤雄解釋，八大的定位應為開辦資
助學位及從事研究工作，若其自行開辦的自
資課程亦獲資助，恐會使其定位模糊不清，
情況並不健康。
就有議員擔心，自資學士學費資助會影響
副學位課程生態，令其報讀學生人數進一步
減少。

楊潤雄：副學位不會「自然死亡」
楊潤雄表示，學費資助雖然是學生考慮升

學的一項因素，但自資學士課程與副學位課
程入學條件有別，前者是「3322」門檻約
40%文憑試生取得，後者則是「22222」有
69%考生考獲，「換言之一年有大約29%考
生維持在副學位」，不存在新資助引致副學
位「自然死亡」的情況。
他續指，按過往經驗，40%獲「3322」考
生中，大約25%同學升讀八大，約11%人修
讀自資學士課程，「只有大約4%人是考獲

資格而選讀副學士」，相信資助推出後對學生「取自
資（學士）捨副學士」的情況並不嚴重。
財委會今日會繼續討論有關的撥款申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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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昨日舉行大會年結記者會，主席梁君彥
總結全年大會會議的情況時指，議員全
年點算法定人數共95次，耗用了16小
時，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有兩次。他
坦言，行政立法就像一雙手，議員及政
府互相制衡、各司其職，幫社會做事，
新任特首林鄭月娥與議員有「新化學作
用」，新政府亦有良好機制與議員交
往，希望可繼續維持下去。
梁君彥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立法會
2016/2017年度會期共召開33次會議，
當中三次為行政長官答問會，總共有407
小時。他指，議員全年點人數共95次，
耗用了16小時，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
有兩次。政府共提出29個法案，通過了
12項，其中7項經過修訂，耗時最長為
71小時的《2017撥款條例草案》，議員
提出共767項修正案，當中208項獲批。
被問到為何休會的次數比過去多，梁
君彥舉例指，議員有時突然會引用某些
議事規則，他一定要作詳細研究，所以
需要花多一點時間。他續說，每屆立法

會的主席有不同挑戰，社會在變，議員
不同，今屆議員的創意或比過去更高，
故處理事件要更小心，作決定前希望先
與立法會的團隊商討清楚。
就反對派經常批評他早前作出的裁

決，梁君彥坦言做主席有時好孤獨，決
定並非所有人接受，但強調自己只是按
香港基本法及議事規則行事，並非按他

個人喜好，希望不同黨派明白。被問到
如何評價自己今年工作表現，他笑言，
「我不是老鼠，不會跌落天秤秤自
己」，指要由傳媒和公眾作評價。
梁君彥又指，新政府上台是改善行政
立法關係的好契機，林鄭月娥帶來的
「化學作用」不同，她曾在政府工作相
當長的時間，與議員亦一向有交往，而

且她上任後第一時間到立法會，講清楚
理念，是以行動實踐。
不過，他形容，行政立法就像一雙

手，議員及政府互相制衡、各司其職，
幫社會做事，希望可繼續下去，「議員
和政府未必事事一致，如政府能充分解
釋理據，通過的機會都可以，大家只要
理性討論。」

南港島線東段追加撥款通過

梁君彥冀行立「新化學作用」持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有傳媒報稱在
首批復建居屋項目之一、近月入伙的荃灣尚翠
苑抽驗4個水辦後，發現有兩個頭浸水水辦含
鉛量超標近4成半及3成。
房委會昨日引述水務署回應指，新金屬喉

管及配件在鑄造過程中會有微量金屬殘留於表
面，並易於釋出水中，在一般的使用情況下，
該些微量的殘留金屬很快便會被沖走。
鑑於有業主對單位食水含鉛量有疑慮，當
局已徹底沖洗單位的喉管，並抽取水樣本化
驗，有結果時會公佈。
《蘋果日報》昨日報道稱，該報記者月初
委託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職員，到尚翠苑翠湖
閣（A座）高層一單位的廚房及廁所，分別抽
取頭浸水及在開喉5分鐘後，各抽一公升食水
化驗，結果4個樣本中兩個頭浸水水辦均驗出
含鉛量超出標準。

水署徹底沖洗單位喉管
房委會發言人昨日回應指，尚翠苑所用的
焊接方法及焊接物料為軟焊方法連接銅喉管，
焊接物料為無鉛焊線。在食水含鉛超標事件發
生後，房委會已從合約要求、物料運送與核
對、施工監督，以至完工檢測等多方面，都加

強了對承建商和分判商的監察，以及對工程物
料（包括焊接物料）的監控和檢測。
發言人續說，尚翠苑在完成內部供水系統
的工程後，承建商已按照水務署的規定，抽樣
檢測食水的水質，包括食水的含鉛量，以確保
食水安全，有關檢測結果合乎標準。
同時，於視察內部食水供水系統時，水務

監督代表亦按規定，測試焊接口含鉛量，結果
亦符合標準。尚翠苑已於今年3月獲得水務署
發出合格的完工證明及准許供水。
房委會在收到傳媒查詢後，諮詢了水務

署。水務署指出，新金屬喉管及配件在鑄造過
程中會有微量金屬殘留於表面，並易於釋出水
中。若系統長時間沒有被使用，該些釋出的金
屬便會積聚於靜水中。
新建水喉系統在一般的使用情況下，該些

微量的殘留金屬很快便會被沖走，令食水管的
金屬釋出率下降至極低的水平。
鑑於有關業主對該單位食水含鉛量有疑

慮，發言人表示，房委會會在取得業主同意
後，在水務署的技術支援下，徹底沖洗單位的
喉管，以減低食水中的殘留金屬。在沖洗喉管
後，當局會抽取水樣本化驗，有結果時會作出
公佈。

尚翠苑「鉛水」屬新管殘留待驗

■保安因梁游衝擊議會而受傷暈
倒。 資料圖片

■■因梁游衝擊立會因梁游衝擊立會
受傷的保安須送受傷的保安須送
院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現屆特區政府強調
要與社會各界加強溝通，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這兩三星期先後拜訪各大工會及
主要商會，包括昨日禮節性拜訪工聯會，彼此就取消
強積金對沖等勞工議題交換意見。羅致光於會後表
示，相信日後有機會可商討出一個大家均接受的方
案。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表示，工聯會堅持最終不能
犧牲勞工權益，希望政府能盡快落實優化方案。
羅致光在這兩三星期禮節性拜訪不同的勞工團體、
商會及僱主團體，包括於昨日及下周一先後到訪工聯
會與勞聯，並會於下周約見勞顧會勞資雙方委員飯
局。他昨日傍晚與工聯會領導層會面約一小時後表
示，雙方於會上就取消強積金對沖等勞工議題交換了
意見，相信日後有機會商討出一個大家都接受的方
案。他續說，希望聽到不同團體的意見後，再看看可
以如何處理。
昨日出席會議的工聯會成員包括會長林淑儀、理事
長吳秋北、秘書長黃國、副會長陳有海、權益委員會
主任唐賡堯、副理事長張樞宏及陳鄧源、勞顧會勞方
代表鄧家彪等人。吳秋北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新一屆特區政府班子願意多與社會各界溝通是好
事，他們昨日主要向羅致光表達了一些勞工政策的意
見，亦就福利政策提出意見，當然主要集中討論取消
對沖，希望政府能盡快落實優化方案。
吳秋北強調，工聯會與勞工界一樣，堅持最終落實
的方案不能犧牲勞工權益。
他續說，羅致光昨日只屬禮節性拜訪，雙方以溝通
為主，故就優化方案的討論未必好具體。對於有人質
疑羅致光只熟識社福而不太懂勞工議題，吳秋北卻指
他在一些勞工議題上掌握得快。

羅致光見工聯會
交換「撤對沖」意見

■圖為林鄭月娥出席立會答問大會時，新一
屆官員和立法會議員閒聊。 資料圖片

■梁君彥指新政府有良好機制與議員交往。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上圖及左圖）去年11月，梁游等被告強闖立
會，衝擊保安防線，致5名保安受傷，其中一名
保安更於混亂之中失去意識。 資料圖片

■ 梁 瑋 略
（左）及曾艾
壯（右）。
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林浩賢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