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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陳茂波袁國強齊悼發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界鄉議局前主席、立
法會前議員劉皇發於上月底離世。鄉議局於前天起至本
月 17 日在大樓地下設弔唁冊，讓公眾人士弔唁。特區
政府 3 位司長、多位政府官員及立法會議員昨天前往悼
念，並在弔唁冊寫下悼文，懷念為港為民的劉皇發。
3 位特區政府司長—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及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天到場弔唁。

張建宗：為國為港 袁國強：德範長存
張建宗在悼文中讚揚劉皇發「為港、為鄉、為國，貢
獻良多，永垂不朽」，又表示會「永遠懷念您」；袁國
強則寫下「德範長存，精神永在，敬重的發叔安息」之
悼文。

陳肇始：貢獻醫療 劉江華：勤政愛民

■張建宗和陳肇始神情肅穆。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及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亦
有到場悼念，在弔唁冊留下悼言。陳肇始表示「多謝發
叔對醫療衛生及對社會的重大貢獻」，並說「我們永遠
懷念您」。劉江華留言稱許劉皇發「勤政愛民，精神永
在」。
多位立法會議員亦有前往鄉議局大樓簽署弔唁冊悼念
劉皇發，包括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經民聯議員盧偉國及
林健鋒，以及民建聯議員葛珮帆等。
曾任鄉議局主席 35 年的劉皇發於上月 23 日離世，終
年 80 歲，周三將於北角香港殯儀館設靈，翌日舉行公 ■葛珮帆出席弔唁。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祭及出殯，靈柩將安葬於龍鼓灘村的劉氏祖墳山地。

■陳茂波神情哀傷。旁為林偉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張建宗指發叔為港為鄉為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袁國強、劉江華到場弔唁。旁為劉業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袁國強寫下發叔德範長存。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內地泰國蛋無事 市民安心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歐洲多國
雞蛋驗出含禁用的殺蟲劑，香港於本月初
亦驗出兩個荷蘭雞蛋樣本的殺蟲劑含量超
標，已立即回收該批雞蛋。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陳肇始表示，食物安全中心非常關注
事件，無論在入口或零售層面，均已加強
抽查及檢測。多位雞蛋商販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均表示，只出售內地及泰國雞
蛋，生意未受影響。多位市民亦表示會繼
續食用雞蛋，不擔心安全有問題。

歐盟委員會證實，受殺蟲劑污染的雞蛋
已流入 16 個歐洲國家及香港等地。

發言人指出，比利時、荷蘭、德國及法國
當局已關閉曾使用殺蟲劑的農場，產自當
地的雞蛋曾輸往多個歐洲國家。本月初流
入香港的問題雞蛋，就是來自荷蘭。
污染事件發生後，歐洲多國已將大量雞
蛋下架及銷毀。歐盟委員會又指，已計劃
於下月底安排成員國部長及食物安全機構
開會，汲取事件教訓，以及研究改善應對
機制。

陳肇始：密切監視歐洲蛋
陳肇始昨天出席電台節目後接受傳媒訪
問時指出，食安中心於本月初檢驗出兩個

■超市已經把有問題的雞蛋下架
超市已經把有問題的雞蛋下架。
。
荷蘭雞蛋樣本的殺蟲劑含量超標後，已立
即回收該批雞蛋。
她指出，食安中心非常關注事件，亦做
了很多工作，一方面現時入口雞蛋均需獲
發嚴格的衛生證明書，證明這些蛋沒有問
題，可供人食用才能入口。
食安中心無論在入口或零售層面，都已
加強檢測禽蛋，更密切監察從歐洲進口的
蛋，比利時入口的蛋亦會作抽查。
被問及有問題雞蛋是否有機會流入本
港，陳肇始重申，食安中心已分別與入口
商和批發商聯絡，採取預防措施，在入口
和市面上加強抽查，之前有問題的蛋亦已
回收。
雞蛋是本港市民主要食糧，多位雞蛋商

陳肇始：流感料已到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早前流
感肆虐，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天表
示，流感個案已回落，可能到頂，但仍未
回到基線。對於近日內地瘋傳本港流感情
況嚴重，死亡人數比 2003 年沙士肆虐時更
多，陳肇始重申，今季流感高峰期的死亡
率，與過往一兩年相若，又強調流感並非
疫症，與沙士比較並不恰當。
陳肇始昨晨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指出，
今年夏季流感高峰期提早來臨，加上正值
醫護人手較短缺，故需額外措施紓緩。

她又指，現時難以估計流感高峰期何時
結束，但根據過去數星期數字，流感已有
所回落，可能到頂，但未回到基線。

私院借床常規化須檢視
因應流感高峰期，當局向私家醫院借床
以紓緩病房壓力。她指出，目前已有 28 名
病人獲轉介至九龍聖德肋撒醫院。至於獲
轉介病人數目是否較少，她認為數字合
理，因計劃首次推行，醫管局和私家醫院
需時了解病人流程等事宜。

懲教體育隊世界欖球賽奪金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兩年一度的世界警察及消
防運動會本月7 日至16 日在美國洛杉磯舉行。懲教署體育
會今年一共派出47 名人員參與8 個項目，包括游泳、乒乓
球及足球等。過了約一星期比賽，各代表隊獲取不少獎
項，當中男女子欖球隊代表分別聯同其他紀律部門代表參
與欖球比賽，並分別勇奪亞軍及冠軍。
另外游泳成績也見突出，合共取得一金一銀六銅，其中
前香港代表隊成員懲教主任殷浩俊個人勇奪 4 面獎牌，當
中他聯同另外 3 名部門游泳隊成員，在世界各地強手力迫
下，分別在男子4 乘 50 米自由接力賽及男子4 乘 50 米四式
接力賽，勇奪得冠及亞軍，為港爭光。
殷浩俊表示在工作之餘，一直感受到部門對同事無論在
體育及康體項目上的大力支持，自己和隊員亦為了這個比
賽努力訓練了一段時間，能夠代表香港及部門參與這樣大
型的國際運動會，並獲取獎項，他和隊員都非常高興。
懲教署署長邱子昭表示，懲教署一直推廣「健康均衡生
活」，鼓勵同事參與體育活動。懲教署體育會更定期透過
舉辦體育及康體活動，幫助同事保持強健體魄，促進團隊
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冼小姐說不擔心雞蛋有
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販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均表示近期
生意未受影響。
田灣街市商販文小姐表示，他們一向只
出售來自湖北的雞蛋，並沒有售賣歐洲
蛋，近日出售雞蛋的數量亦沒有減少。
另一商販文太亦只出售來自遼寧及湖北
的雞蛋，客人對他們售賣的食品很有信
心，未有多加查問。
田灣業成號店主黃先生透露，他們多出
售來自內地及泰國的雞蛋，很少售賣價格
比較昂貴的歐洲蛋。現時顧客仍會選購雞
蛋，銷情與以往沒分別。
香港仔街市商販李先生的店舖只出售泰
國雞蛋，他形容泰國蛋「香啲又好食
啲」，生意不受影響。

被問及會否為下次流感高峰期規劃借
床，陳肇始指出，措施會否常規化，醫管
局會再作檢視。以今次經驗，除聖德肋撒
及荃灣港安醫院外，亦有其他私家醫院表
明感興趣，醫管局正作商討。

社區增設護士診所有用
人手方面，陳肇始表示，已邀請衛生署
醫生兼職，希望有更多退休醫護人員回流
協助，長期會從源頭增加人手。
她透露，局方已提早準備冬季流感高峰
期的應對措施，包括是否要特別為高危人
士提升接種疫苗的覆蓋率。
她又認為，在社區增設護士診所的建議

惠康憑票退款
惠康超級市場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上
周食安中心公佈兩個荷蘭蛋樣本殺蟲劑超
標後，已即時將產品所有批次下架，顧客
可拿貨品及單據到分店換貨或退款；百佳
超級市場則表示沒有出售荷蘭雞蛋。
多位市民皆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會繼
續吃蛋。與兒子同來街市的張太表示，不
知悉歐洲蛋事件，但她一向都會查看標
籤，選購沒有受到污染的有機蛋。
黃小姐就表示一向不買歐洲蛋，只買泰
國及本地蛋，因為較便宜又好吃。冼小姐
則說雖然少吃雞蛋，但不擔心食物有問
題，因政府會有規管。

非常有用，但其他專業亦需參與，包括檢
視是否需要加強藥劑師服務及職業治療
等，讓不同專業也可在社區發揮其角色。
對於內地有傳言指本港流感情況比當年
沙士更嚴重，陳肇始指出，今年夏季流感
高峰期的死亡率約 2.1%，與以往季節性流
感的死亡率 1.9%至 3.3%相若；且流感並非
疫症，故將流感與沙士相比並不恰當，特
區政府已向內地有關當局澄清。
對於年初啟用的天水圍醫院被發現組合
櫃有昆蟲，她表示，其實醫管局一直有留
意，並與建築署密切監察。現時建築署已
進行清潔和清除工作，醫管局亦已設專責
小組一起跟進事件。

徐德義天瑞邨派發防蚊包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浩
賢）夏季是蚊媒傳染病高峰期，
本港自今年 6 月起，已確診 4 宗日
本腦炎個案，其中天水圍天瑞邨
已錄得兩宗感染個案，情況令人
關注。

讚各部門「上下一心」
食物及環境衛生局副局長徐德
義昨天到天瑞邨及附近明渠視察
滅蚊工作，他指該局很關注天水
圍區內的 3 宗日本腦炎個案，特
別是其中 1 宗因輸血而受感染的
個案，雖然暫未知確實原因，但
當局會做好預防工作，防止再有
同類個案。

■陪母親買餸的張小朋友
表示媽媽只會買有機蛋。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徐德義昨午抵達天瑞邨後，聯
同食環署助理署長霍炳林、該署
防治蟲鼠主任李明偉聽取職員講
解滅蚊工作，並視察天瑞邨的防
治蚊患措施。
他更問候噴灑滅蚊劑的食環署
職員，並坦言「在 30 多度高温
下，穿着厚重保護衣進行滅蚊工
作，絕不容易」。他續指，很高
興看到各個部門能上下一心做好
滅蚊工作，當局亦會繼續做好宣
傳教育工作，提醒市民對蚊媒傳
染病保持警覺，勤清積水。他冀
本地不再出現蚊媒傳染病個案。

指豬場若違規必究

他又指，天水圍區誘蚊產卵指
數只有個位數字，昨天視察時亦
未見大量蚊蟲，認為滅蚊措施有
效。
被問到是否找到病毒源頭，他
回應指，食環署職員日前已到其
中一名患者住所附近豬場視察，
檢測滅蚊程序及設施，暫未發現
有積水滋生蚊蟲，日後若發現豬
場違規，會按既定法例檢控。
他隨後向居民派發防蚊包，內
含口罩、驅蚊噴霧及毛巾。
馮女士對徐德義落區視察蚊患
措施感到很高興，又感謝他贈送
的防蚊包，她指家中並無盆栽與
積水，所以家居蚊患情況不嚴
重，但與一歲多的兒子外出散步
時偶爾會遭蚊子叮咬，現在更因
保障兒子健康而盡量不外出。

九成清潔工雨具自費 工會促檢討

食安已回收荷蘭
「毒蛋」 加強檢測抽查

■調查發現政府外判清潔工人工作裝
備及工作間設備不足。
備及工作間設備不足
。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清潔工人的辛勞不言而
喻，但有工會調查發現政府外
判清潔工人工作裝備以至工作
間設備都不足，90%受訪者指
公司未有提供水鞋及雨衣，
80%人指垃圾站沒有更衣室，
有清潔工更指反光衣不散熱令
自己生熱痱。
工會促請政府在合約訂明承
辦商要為工人提供必須的用
品。

徒手倒垃圾 又無更衣室

有工會在本年 6 月至 7 月，
於香港 8 個地區共 39 個垃圾
站，訪問221位外判清潔工。
結果發現，90%受訪者指
出，所屬外判公司未有提供水
鞋及雨衣，唯有自費購買或以
黑色垃圾袋代替；超過55%受
訪者表示口罩數量不足。
調查又指垃圾袋也有不足的
情況，工友不能更換垃圾袋，
只能徒手倒垃圾。
調查又發現，垃圾站工作間
的設備嚴重不足，工人沒合適
地方用膳、更衣或休息。有
75%人指垃圾站沒有休息室，
有些空間都是用拾回來的櫃間
隔一個角落作更衣，80%受訪
者指垃圾站沒有更衣室，表示
如附近有公廁還好，否則就找
較隱蔽的地方，如後巷甚或在
街頭更衣。

塑膠衣太焗 休息竟被炒

負責掃街的寶姐表示，承辦
商提供的制服不吸汗，工作時
必須穿着的塑膠反光衣，質料
不透氣及不散熱，令他們在酷熱天氣下容
易中暑，自己亦試過生熱痱。除了制服
焗，寶姐指曾經有工友在酷熱天氣下，坐
下休息被投訴，最終遭承辦商解僱。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指出，外判合約一向
價低者得，令工人因而被苛待，建議政府
檢討外判制度，又希望制服和反光衣可以
合二為一，改以運動服物料製造熒光制
服，並建議政府在合約訂明承辦商要為工
人提供必需的用品，如防滑水鞋、雨衣及
遮陽帽等工具，以及給予清潔工足夠的休
息時間。
協會推算，若提供足夠裝備予一名清潔
工，每年需約 2,100 元，以每區有 300 名
工人計算，只佔平均 6,000 萬港元外判合
約金額的 2.1%，認為外判公司有能力為
員工提供合適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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