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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辦千人BBQ 官員不知場地「釘契」

中聯辦原副主任鄭國雄遺體告別儀式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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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屋」廚廁分開 婆婆開懷
20基層戶下周喬遷 樂善堂盼計劃持續

病童「廣愛同樂」有嘢玩有嘢睇
政 府 日

前 公 佈
《香港智

慧城市藍圖》，其中提出為市民提
供數碼個人身份，創新及科技局局
長楊偉雄表示，電子身份屬虛擬身
份號碼，在網絡上有時限性，市民
不用擔心資料遺失，會在完全保障
私隱下作數據分析。至於數碼個人
身份能否用於選舉，楊偉雄說，要
研究是否符合法律等問題。
楊偉雄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

時，形容政府公佈的藍圖是一份
「活藍圖」，將來科技發展及市民
需求都會改變，藍圖會與時並進，
政府現在做的是盡量提供最新的科
技及大數據分析平台，可以保障數
據的共享。

楊偉雄：平衡風險非保守
他又指，科技發展的過程及終點
同樣重要，認為發展的「終點」會
不停改變，因此要以宏觀方式發
展。

對於有資訊科技界批評藍圖過於
保守未見驚喜，楊偉雄表示明白有
人認為政府做得不夠，重申政府有
決心去做，多個政策局亦有參與討
論，認為平衡風險並非代表保守，
政府希望利用數碼科技，將城巿管
理得更好。
楊偉雄又提到，全球均缺乏人工

智能及網絡安全人才，相信香港可
吸引專才來港，因為香港實施「一
國兩制」，有助專才進入內地龐大
市場。
至於如何吸引私人機構分享數

據，楊偉雄說，政府要給予有利營
商環境，如考慮使用私營機構的雲
端服務，促進業界發展，解決私人
機構要面對的問題。
楊偉雄表示，會向政府部門提出
誘因，利用大數據提升工作效率，
及鼓勵開放及分享數據，至於公營
機構數據可開放至什麼程度，他說
數據本身是資產，亦涉及私隱、價
值及風險，政府需要考慮相關風
險。 ■香港文匯報訊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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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天水圍天
慈路的「花田韓式燒烤場」因有僭建物，
被地政總署發警告信。有機電工程署及發
展局官員懷疑在不知情下，出席了機電業
工會在該場地舉辦的千人BBQ活動，引起
非議。地政總署回應事件時表明，由於有
關的業權人未有在限期前糾正違契，處方
已將警告信送交土地註冊處，即俗稱的
「釘契」，而屋宇署將會向業主發出清拆
令。發展局及機電工程署回應指，機電工
程署署長薛永恒及發展局總助理秘書長張
偉文上周日應邀到場為嘉年華活動主禮，
但兩人並無參與該活動的選址工作。

地署確認場內有違規構築物
地政總署稱，燒烤場土地為「舊批農
地」，雖無土地用途限制，但不得搭建未
經批准的違契構築物。而地政人員早前實
地視察，確認場內有違規構築物，因此向
業權人發出警告信。
屋宇署表示，署方顧問公司職員視察現

場，發現場內豎立的新搭建構築物，工程事
先未獲屋宇署批准及同意，屬須予以取締類
別的僭建物，署方會向業主發出清拆令。

燒烤場負責人鄧先生指，燒烤場已營運
兩年，營業初期曾收到政府警告信，其後
已跟從程序申請臨時豁免。強調有關構築
物並無違規，只是申請程序未完成。
他認為，一邊申請豁免、一邊營業，是

正常經營做法，並無不妥。
元朗區議員李月民指，已透過政府多次

反映情況，但當局處事態度鬆散、愛理不
理。不僅沒直接檢控，反向燒烤場批准豁
免書，批評做法拖延時間，助長違規經
營。
他認為，違例燒烤場對附近居民及顧客

都有影響，希望政府部門正視問題。
涉事燒烤場為「花田韓式燒烤場」，位
於天水圍天慈路馮家圍30號。據稱佔地50
萬多呎，可容納過千人同時燒烤玩樂。近
年不少大型團體如交通安全隊、元朗足球
會等，都在此舉辦大型活動。
上周日（10日）香港機電業工會聯合會
及香港機電工程商學會包場舉辦「機電安
全健步嘉年華2017」，並邀請機電署署長
薛永恒及發展局總助理秘書長（工務）張
偉文擔任主禮嘉賓，政府多個部門及公營
機構亦有派員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年興起
創科熱潮，昨日有機構舉辦「第五屆香港
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總評，選出56
份本地入圍作品，連同16份來自國際隊
的作品，進入總評。其間，逾百名入圍的
小發明家向評審委員介紹作品及解答提
問。
仁濟醫院11間院屬中小學籌辦的「第五
屆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對象為
全港小學生，分為初小及高小組，應屆吸
引來自本地及國際參賽學校數目共70間，
參賽作品逾300件為歷屆之冠。創新及科
技局局長楊偉雄出席主禮。

昨日頒發了多個獎項，包括初小及高小
組的金、銀、銅及優異獎，以及個人創新
發明大獎，今年特設「仁濟金禧盃」，頒
獎予參與最多發明品同時獲獎最多又最高
級別獎項的學校。
為加強全港小學教師對創新發明概念的

認識，開辦「仁濟創意教育教師培訓課
程」，邀請大學教授、資深科技教師介紹
發明大賽、創意發明思考培訓方法、發明
品的成功要素、創意教育課程成功分享
等。
大會提供「仁濟尖子創意培訓課程」，

對象為小學生，課程由發明家、國際比賽

評判及曾獲國際比賽獎項的尖子高中學生
負責教授，內容包括參觀、創意發明思考
培訓及發明品製作，提升學生的思維，並
為有興趣的學生準備參賽作品。

「創新發明賽」逾300作品冠歷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懲教
署愛羣義工團與廣華醫院兒科部昨
日上午於赤柱足球場合辦「廣愛同
樂日」，透過各項表演活動和遊
戲，讓近70名廣華醫院兒科部的門
診兒童歡度一個愉快的周末。
今年已是義工團連續第七年與廣華

醫院合辦同類型活動，由職員訓練
院、赤柱監獄、白沙灣懲教所、東頭
懲教所的義工團分隊，以及可譽中學
共同籌備，旨在為一群需長期覆診的
兒童送上關懷和溫暖，給他們更多正
能量，以鼓勵他們積極面對疾病。
這次活動讓他們有機會與家人一同

到戶外活動，舒展身心。
活動在上午舉行，近70名分別是

早產、呼吸病、腦神經科的兒童與
他們的親友及廣華醫院兒科的醫務
人員，一起參加活動。
當日節目除了包括參觀懲教博物

館、懲教署警衛犬隊的精彩演練和
集體遊戲環節外，亦有各式各樣的
攤位遊戲、人體彩繪和扭氣球表
演。
可譽中學是義工團其中一個服務對

象，老師和同學在今次活動負責了一
個攤位遊戲，體現了義工團除了服務
不同對象之外，亦成功推動了社會各
界人士參與義務工作，貢獻社會。
義工除了參與籌備各項節目外，

還一直從旁協助，讓參加者盡情投入
精彩的活動，並照顧病患兒童及其家
長的需要。參加者與義工打成一片，
樂也融融，充分體現懲教人員樂助社
羣的精神。■「廣愛同樂日」關愛病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物援助協
作平台FOOD-CO昨天舉行香港歷來最大
型的戶外剩食宴「惜食共享嘉年華」，近
500人分享1.5噸剩餘食材製成的精美食
物，參與市民大讚「好味！」主辦方、聖雅
各福群會副總幹事李玉芝表示，香港每天丟
棄大批仍可食用食材，FOOD-CO收集這
些食材後經妥善加工，贈送給有需要市民。
李玉芝致辭時說，這次惜食宴用1.5噸剩
餘食材和飲料製成，這些食材有些是外貌
不太出眾的食物，有些食物則將近到期或

已過最佳食用期，有些是由於食物質感不
符合銷售標準，但是這些食物其實仍是富
營養價值而且適合食用。
由於臨近普天同慶的聖誕，FOOD-CO

假元朗錦田舉行本次惜食嘉年華。活動開
始前，近500位參與者透過模擬活動，身
體力行地體驗FOOD-CO的運作，不同的
持份者透過FOOD-CO把食物派送至食物
援助點，之後直接派予有需要人士。
拍大合照時，眾人舉高手上的碗，並齊

聲說：「惜食共享．共建零飢餓社區」。

FOOD-CO於活動完結時向在場人士派
發「惜食123」紀念袋，鼓勵他們每月首3
天檢查食物櫃，如有剩食便立即轉贈予有
需要人士，避免浪費。

500人惜食宴 1.5噸剩食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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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中聯
辦網站載，中共廣東省委原常委、省委組
織部原部長，中聯辦原副主任鄭國雄遺體
告別儀式昨日在廣州殯儀館舉行。在鄭國
雄病重期間和逝世後，中央有關領導通過
致電、送花圈等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
悼。
鄭國雄因病醫治無效，於本月9日在廣

州逝世，享年83歲。

王志民委託黃蘭發參加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專門致電表示哀悼，

並致送花圈，委託副主任黃蘭發代表中聯
辦參加送別儀式和慰問家屬。

彭清華張曉明等送花圈
鄭國雄親屬、生前工作過單位的代表、

生前好友等170多人參加了送別儀式。曾
任中聯辦主要領導的彭清華、張曉明、周
南、姜恩柱、高祀仁等也致送了花圈。
中聯辦在15日發唁電悼念鄭國雄：

「鄭國雄同志因病不幸逝世，我們深感悲
痛，謹表沉痛哀悼。鄭國雄同志一生熱愛
祖國，對黨忠誠，追求真理，為理想不懈

奮鬥。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他始終立場
堅定、勤奮努力、公道正派、嚴於律己，
得到幹部群眾的普遍讚揚。」
唁電續道：「在香港工作期間，（鄭國

雄）堅決貫徹執行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積
極開展對港工作，為香港順利回歸祖國和
『一國兩制』事業在香港的成功實踐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鄭國雄同志堅定的
黨性覺悟、高尚的品德情操和嚴謹的工作
作風永遠值得我們學習懷念！」
鄭國雄是廣東中山人，1935年12月出

生，1951年2月參加工作。先後擔任順德

縣桂州公社書記，順德縣委書記，佛山地
委副書記、順德縣委書記，廣東省委組織
部副部長，梅縣地委書記，廣東省委常
委、組織部部長，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
長，中聯辦副主任。第十四屆中央紀委委
員，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
鄭國雄1990年7月調任新華社香港分社

副社長，2003年12月退休。在香港工作
期間，鄭國雄同志廣泛聯繫和團結香港同
胞，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為香港順
利回歸祖國和推進「一國兩制」事業做出
了歷史性貢獻。

■「第五屆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
參賽作品逾300件。

樂善堂早前獲發展商以1元優惠租金租出位於
九龍城福佬村道的20個單位，作為「社會

房屋共享計劃」首批單位，每個單位面積約260
呎，並連同大廈兩個地舖用作提供社區服務及出
租予社會企業，為期兩年。

25%輪候公屋6年或以上
樂善堂表示，計劃推出後共接獲521份申請，

經嚴格篩選及家訪後選出20戶合資格並居於惡劣
環境，正在輪候公屋的基層家庭。該20戶全部為
3人至4人家庭，25%輪候公屋達6年或以上，
30%達5年。
當中14戶為非綜援家庭，平均入息為14,303

元，收入均低於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55%，
全部居於惡劣環境，包括天台屋、鐵皮屋及劏
房，七成住戶目前居住面積更只有100平方呎，
其餘住戶目前居住面積亦只有150平方呎至200
平方呎不等。

樂善堂表示，「社屋」現時已大致完成翻新工
程，目前有一戶家庭因被迫遷而提前入住，其他
住戶預計最快於本月中陸續入伙。其中6戶租金
為4,755元，其餘14戶則按家庭入息25%交租。
今年約65歲的鄧婆婆是受惠者之一，現時與81

歲丈夫和6歲孫子居於土瓜灣鳳儀道一幢舊樓的天
台屋，居住面積只有100平方呎，月租2,700元。

風吹鐵皮 天台屋得人驚
她表示，丈夫視力只餘不足兩成，加上行動不

便，需以輪椅代步，每次與丈夫外出覆診都要上落
9層樓梯，先將輪椅搬到地面，再協助丈夫下樓，
十分吃力。天台屋居住環境亦十分惡劣，不僅廚廁
共用，屋頂每遇風暴更會漏水，甚至有鐵皮被吹
起，「吹到屋頂（鐵皮）上上落落，好得人驚！」
她坦言，一家人已輪候公屋約4年，至今仍未獲

安排揀樓，同一幢大廈低層月租動輒亦要6,000元
至7,000元，對獲選入住樂善堂「社屋」十分感

激，「環境幾好，又衛生，廚還廚、廁還廁，唔似
以前廚廁一齊，有異味。」
樂善堂主席郭予宏指，「社屋」每戶裝修費原本
預算10萬元，但在有效控制下最終減至8萬元。

社區中西醫服務 底層設食堂
他提到，樂善堂亦會在社區提供中西醫專科等

支援服務，並會在底層提供食堂，在龍崗道的小
學亦可為小朋友課餘提供支援，樂善堂希望計劃
日後可以持續進行，但要視乎是否有業主願意提
供單位。
郭予宏又說，如果再做同類計劃，較偏向採取現

行做法多於共住，認為可以幫到更多人，如果整幢
採用共住，亦要花費較多心力。

蘇偉文盼更多機構提供服務
至於有份參觀單位的署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蘇

偉文則表示，期望有更多機構能提供相關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樂善堂在九龍城推出「社區為本—社會房屋共享計劃」，選出20戶正輪候公屋的基層家庭

入住，單位平均面積約260呎，已大致完成翻新工程，下星期起陸續入伙。樂善堂表示，四分之一的入住家庭輪候公屋達6

年以上，全部均居於惡劣環境如天台屋、鐵皮屋及劏房。樂善堂主席郭予宏表示，希望計劃日後可以持續進行，但要視乎是

否有業主願意提供單位。

■樂善堂昨日在「社屋」舉行聖誕派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 攝

■郭予宏(右)表示，樂善堂希望計
劃持續。左為鄧婆婆。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 攝

■市民參加惜食宴。

■單位擁有獨立廚廁連部分基本電器。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