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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鋒會見四國新任駐港總領事等

學校午膳減鈉方法
■ 更改醃肉配方，減鹽及含鈉調味料，例

如，鹽、雞粉、豉油、茄汁、喼汁

■更改醬汁配方，減鹽及含鈉調味料

■減少焯菜時用鹽及含鈉調味料的分量

■減少醬汁分量，例如盛汁分量由湯匙滿匙
減至八分滿

■同樣鹽和調味料情況下，加大原材料分量

資料來源：衛生署與午膳供應商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午餐減鹽降學童血壓
13供應商八成小學參與 衛署盼10年後鈉量減半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公署網站載，2017年9月
13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會
見了新西蘭新任駐港總領事伍開
文、德國新任駐港總領事林文
禮、哥倫比亞新任駐港總領事金
特羅、奧地利新任駐港總領事菲
姆貝克，並為他們頒發了領事證
書。

宣介習主席重要講話
謝鋒歡迎各位總領事來港履

新，宣介習近平主席視察香港期
間發表的系列重要講話，介紹了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
踐，表示駐港公署將推動香港、
中國內地與「一帶一路」沿線和
有關國家之間的務實合作，努力
實現「1+1+1＞3」的效果。
他續說，駐港公署願為各位總領

事在港工作提供必要的協助和支持，
希望總領事們切實遵守《維也納領
事關係公約》，遵守包括基本法和
香港本地法律在內的中國有關法律，
依法履職、聚焦合作，多做有利於
促進派遣國與香港經貿、文化等關
係發展的事。
各位總領事表達了對「一國兩

制」實踐和香港發展成就的讚賞
以及對香港未來發展的信心，並
表示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
議是世界發展的新機遇，非常讚
賞公署提出的「香港+中國內地+
『一帶一路』有關國家」的新合
作模式，期待今後與公署共同推
動三方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同日會見歐盟駐港辦主任
同日，謝鋒還會見歐盟駐香港

辦事處主任卡門．卡諾，雙方就
港歐經貿合作、人文交流等議題
交換了看法。

衛生署助理署長（健康促進）馮宇琪
表示，署方參考《中國居民膳食營

養素參考攝入量》（2013版），7歲至
10歲兒童每日建議攝入量上限為1,500
毫克，即每餐500毫克。
不過，2013年衛生署進行香港小學午
膳營養素測試，發現平均每餐鈉含量
950毫克，逾九成樣本超標，其中更有
42%午膳樣本鈉含量超出每日建議攝入
量總量，餐單包括印尼炒飯加雞塊
（1,722 毫克）、日式芝麻雞粒米線
（1,632毫克）及雙菇炒麵線配京式餃子
（1,632毫克）。

「減鈉先導」僅有一意見嫌淡
攝取過多鈉會增加患高血壓的風險。
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數據顯示，2011/12
學年全港有0.4%中小學生因懷疑有高血
壓而需轉介跟進治療，2015/16學年已
升一倍至0.8%，故要循序漸進減少學童
鈉攝入量。

馮宇琪表示，衛生署於去年9月至12
月推行「學校午膳減鈉先導計劃」，邀
請6間午膳供應商，在306間小學推行
16 款減鈉餐款，每款減鈉約 3%至
35%。結果發現，此類餐款於計劃期間
合共售出10.7萬個，只收到一個意見認
為味道太淡，結果令人鼓舞。
她表示，署方於今個學年擴大計劃，

合共13個午膳供應商自願參與，佔全港
午膳供應商近一半，各公司會向 440
間、即全港約八成小學提供約280個減
鈉餐款，當中170款於本月開始供應，
包括飯類、粉麵類，每個午膳鈉含量減
幅平均為9%，供應商承諾會繼續每月提
供2%至90%減鈉餐款予學校選擇。
供應商每月需向衛生署提供餐單及所

有減鈉餐款食譜，由署方確定含鈉量的
減幅是否達標，亦會於明年初與食物安
全中心合作進行全港小學午膳營養抽樣
測試，分析樣本熱量及鈉含量，分析計
劃成效。

為協助學童適應口味轉變，更易接受
減鈉食物，不會刻意標籤減鈉餐款。當
局參照英美經驗，期望午膳含鈉量按年
減少約5%，故明年計劃將午膳鈉含量由
2013 年的平均 950 毫克，減至 905 毫
克，2027年實現最終目標，建議鈉攝入
量少於500毫克。馮宇琪透露已有參與
供應商將減鈉餐款同時提供至中學，署
方將視乎今次計劃成果再考慮進一步推
展。
有參與計劃的供應商認為，減鈉並無

增加生產成本、減少訂單，不過需要時
間訓練員工適應新的調味料分量、醃肉
分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本港疑患高血壓的中小學生的比率5

年間翻一倍，兒童用餐高鈉問題備受關注。衛生署本學年開展「學校

午膳減鹽計劃」，13間午膳供應商加入，向440間小學提供減鹽午

餐。供應商暫有280個減鈉餐款供學校選擇，平均鈉含量減幅為

9%。現時小學午膳餐款含鈉量平均近950毫克，署方期望明年減至

905毫克，10年後再下調至500毫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萬聖節
將至，又是「猛鬼」出籠的日子。舉辦萬
聖節活動17年的海洋公園，為慶祝開業40
周年，今年花逾千萬元打造歷年最大規模
哈囉喂活動，特設11個景點、12種體驗及
11項嘩鬼表演，讓遊人受盡驚嚇，盡興而

歸。海洋公園行政總裁李繩宗估計，今年
參與活動遊客將逾100萬人次。
「海洋公園哈囉喂全日祭2017」昨日舉
行揭幕禮。以巫師造型現身的海洋公園副
主席劉鳴煒指出，公園17年前創先河引入
萬聖節活動，當時只有一個景點，但至今

已發展成為亞洲最大型萬聖節慶典，今年
的活動規模更屬歷年最大。
今年的重點項目，包括以中世紀歐洲巫

毒活埋生葬為賣點的「活埋凶間」，遊人
需孤身上陣，睡棺材遭生葬，獨對蜘蛛、
毒蟲及鬼怪的可怕經歷。公園又與著名恐

怖電影《恐懼鬥室》合作，將一幕幕令人
毛骨悚然的死亡機關，活現遊人眼前。
此外，今年的日夜變身景點將為遊人帶

來截然不同的拉丁美洲萬聖節體驗。在日
間，遊人可參與「靈光萬聖祭」中喜氣歡
騰派對，與穿上色彩繽紛紫外光裝束的幽
靈慶祝。但一到傍晚，精靈即變身「鬼火
亡靈祭」中的恐怖惡靈，鬼魂亦會從陰森
墓地冒出，令遊人「求救無門」。
海洋公園行政總裁李繩宗透露，今次哈囉

喂活動耗資達8位數字，較去年的投資額多
10%至20%，樂園已增聘1,200人，與去年
相若。他估計今年9月至10月哈囉喂活動期
間的入園人數，可達去年同期的100萬人
次，且因今年規模更大，對遊人有更大吸引
力，希望今年的入場人次能比去年更高。
他又透露，以往參與哈囉喂活動的海外

旅客人數佔全部旅客的40%，其餘60%是
港人，故公園一直有在外地進行宣傳，包
括內地、台灣、菲律賓等地。
海洋公園的哈囉喂活動將於下月5日至

31日期間舉行，企業包場活動則於今日起
展開。

海園玩「活葬」遊人瞓棺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民建聯體育小組早前就市民
運動習慣進行了全港調查，發現
大部分市民雖明白運動對健康的
重要性，但運動量普遍不足。小
組昨日約見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
楊德強，建議在課餘時間外借學
校設施讓市民使用，推出體育券
讓市民用於支付康體活動或課程
的費用等。

劉國勳陳鑑林與楊德強交流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昨日

聯同民建聯會務顧問陳鑑林、區
議員鄭泳舜及顏汶羽約見楊德
強，就體育政策、場地配套和推
廣全民運動等方面進行交流、提
出建議，希望能鼓勵市民多做運
動，完善本地體育政策。
針對體育場地和設施嚴重不

足，劉國勳跟進早前建議開放學校
設施，在課餘時間外借學校設施供
市民使用，並建議為學校提供協助
和支援，包括資助學校聘請保安人
手，購買公眾責任保險等。

楊德強：逾百校願開放設施
楊德強回應指，民政事務局已

跟教育局合作，到7月已有超過100間學校表
示有興趣參與計劃，開放學校設施予公眾人
士。他表示會加強與學校、地區體育會及團體
的溝通、協作，設立配對機制，讓團體借用學
校場地，舉辦體育活動。
鄭泳舜建議參考醫療券的做法，推出體育
券，讓市民用以支付政府或受政府認可私人
機構舉辦的康體活動或課程的費用，或資助
以觀看本地體育賽事。
他還建議舉辦更多具特色的大型體育盛

事，如NBA亞洲熱身賽；由香港電台設立24
小時免費體育台，負責製作本地體育節目及
播放內地及海外體育節目，提高市民對體育
運動的興趣，鼓勵市民參與康體活動，吸引
更多觀眾支持本地體育賽事，推動本港體育
事業的發展。
會上，劉國勳還跟進了解啟德體育園預審的
進展。楊德強表示，自立法會今年6月通過項
目撥款後，直至7月21日的招標截止期限，共
收到6份工程標書，並已選出3間入選的公司。
政府將於下月底或11月初推出招標文件，

3間入選的公司將有6個月的時間預備詳細的
標書內容，包括營運計劃、如何運用落成的
場館及提交模型等。預計在明年年中或第三
季度，會完成整個項目的審批，並會公佈最
終獲選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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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有否想過如
何更照顧身邊老弱？有屋邨匙匠
以優惠價替長者提供服務，又義
務維修水喉，更曾欲送電器，
「屋企人都話我戇居」，卻謙稱
只是盡自己責任；亦有長者希望
為一眾長者謀求更好服務，調查
與羅列長者友善商舖要素，及向
商戶宣傳，希望長者可以「開心
啲，方便啲。」
「友善商舖顯關愛」活動贏得社

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的觀塘區
最佳活動獎，順天邨一鎖匙舖被活
動提名為長者友善商舖。人稱「錫
記」的65歲東主鄭錫如在邨內開舖
逾30年，見證區內人口老化，現時
天天都有長者忘帶門匙而需光顧，

自己會收取低於市價的服務費。錫
記視此工作為責任，「萬事互相效
力」，自己只是演好匙匠角色。
提名錫記的崔如翠表示，曾光顧

一些商號，對方卻不會向自己解釋
水喉損壞原因，只簡單說「係咁㗎
啦」，令自己不清楚產品可以用多
久及如何「錫住用」。她讚賞錫記
會詳盡解釋，又免費額外幫助長者
維修水喉，「自己都有啲唔好意
思」，而且準時，若然沒有空又會
交代可以上門的時間。
鄭錫如表示，曾有長者因電飯煲

老舊而經常導致「跳掣」，自己欲
送對方一個新的卻被拒絕，「家人
都說我戇居」，但他指不是不愛
錢，而是很多東西不是有錢便能買
到，且死後又不能帶走，「人生無

常，但求無缺。」
活動成員何鍏玲表示，希望商戶

更加幫助長者，令長者生活更好，
因此走遍觀塘區內各屋邨，向長者
們收集約400份意見，及後羅列了
10項長者心目中友善商舖的元素，
包括耐心向長者解釋電器使用方
法、長者在食店點餐後店員捧餐到
其座位，及多天不見長者光顧可主
動問候等。
何鍏玲希望「做得幾多得幾
多」，向區內商戶宣傳十大元素，
希望商戶能更做到長者友善。
她指雖有個別商戶不予理睬，但

大部分都反應正面，稱正在推行友
善政策，如一些開設電器舖的年輕
人稱會對長者更有耐性解釋商品，
她對此感高興。

匙匠常幫「老友」獲提名長者友善商舖 長者友善商舖十大元素
■盡量用大字列明貨品價錢

■讓長者只買半斤蔬菜

■多天不見長者光顧可主動問候

■替長者維修電器後，看見插頭壞了一併維修

■耐心地向長者逐一講解電器使用方法

■中醫師向長者詳細講解病況

■替長者維修手機時順便教導使用方法

■替長者在餐廳找舒適方便位置

■可主動走到行動不便長者面前收錢

■長者點餐後可先招呼對方坐一回，再將食物
捧到面前

資料來源：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順安長者地區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禮傑

香港面對人口老
化，長者退休生活的

權益備受關注。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
出席「老有所為活動計劃」頒獎典禮時指出，
該計劃舉辦19年來，共撥款6,368萬元資助接
近5,000項地區活動，逾11萬名長者義工參
與，成績斐然。昨日的活動招待逾300名來自
全港各區的基層長者及照顧者共聚午餐，並表
揚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的長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寶儀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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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鋒（中）會見新西蘭、德國、哥倫比亞、奧地利四國
新任駐港總領事。 特派員公署網站圖片

■謝鋒（右）會見歐盟駐香港辦
事處主任。特派員公署網站圖片

■劉國勳昨日聯同陳鑑林、鄭泳舜及顏汶羽
約見楊德強。

■衛生署希望2027年達至午膳建議攝入量500毫克。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左起：劉鳴煒、盛智文及李繩宗扮
鬼扮馬。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恐懼鬥室」死亡機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活埋凶間」讓遊人面對睡棺材遭生葬，孤身獨對蜘
蛛、毒蟲及鬼怪的可怕經歷。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