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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蕭景
源）粉嶺華明邨懷疑毒狗案再添亡
魂。有動物義工昨日凌晨1時許，再
於華明邨附近的和合石一工地，發現
一隻約1歲大雄性唐狗倒斃地上，口
吐白沫及有血，懷疑中毒身亡，令區
內由本月5日至今已最少有10隻狗懷
疑誤吞毒餌喪命。在一直跟進事件的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及北區社
區幹事潘孝汶的要求下，食環署前日
在華明邨及附近屋苑進行大規模清
洗，以免再有狗隻遇害。其間，他們
在花叢發現米堆粉末及粉藍色狀疑似
鼠藥顆粒，已即時交由警方處理。香
港愛護動物協會則在fb發帖，教狗主
以「梳打粒」替懷疑中毒的狗隻催
吐，並在轄下各中心免費派發「梳打
粒」，供狗主索取。

即時聯絡警方 密切跟進案情
在華明邨毒狗案發生後，劉國勳即
時聯絡上水分區署理指揮官密切跟
進，並和潘孝汶緊密跟進進度，包括
陪同事主報案，與他們和大埔警區刑
偵第五隊到案發現場附近了解案情及
搜集證據，其間整合了受害狗狗出事
時的散步路線，及調查附近的閉路電
視裝置及線索。
由於不少居民擔心華明邨附近的散
步路線藏有毒餌，令更多狗狗無辜遇
害。劉國勳要求食環署在華明邨及附
近屋苑進行大規模清洗，務求清洗掉

埋藏毒餌，以免再有狗狗遇害。食環
署人員前日上午就到暉明路，偉明
街，華明邨對出一帶華明路清洗，下
午及傍晚安排在添明樓對出街道，昌
盛苑路口，和合石村附近石廠等地方
清洗。
在場監察的潘孝汶指，警方仍在調

查早前檢走的白色粉末及懷疑老鼠藥
等證物，而在前日清洗行動期間，有
街坊表示在禮明樓對出花叢發現米堆
粉末及粉藍色狀疑似鼠藥顆粒。「我
們已第一時間聯絡警方帶走證物檢
驗。若果有最新消息，我們會向大家
馬上匯報。」
昨日在華明路和興村巴士站外，

食環署貼出告示指，已在附近放置
有毒鼠餌。但在附近的花槽，又見
有疑是市民放置餵流浪狗的食物，
有狗主擔心愛犬或流浪狗會誤吞毒

鼠餌中毒。

傳「梳打粒催吐」愛協：最好搵獸醫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就因應多個地區

發生懷疑狗隻中毒事件發帖，指不少
傳媒或網上傳聞提及可用「梳打粒」
為中毒狗隻作急救，使之吐出毒物。
愛協介紹，用作催吐的梳打粒是指碳
酸鈉（化學成分為 sodium carbon-
ate），而非食用梳打（俗稱梳打粉
或baking soda，化學成分是 sodium
bicarbonate）或氫氧化鈉（化學成分
是sodium hydroxide）。
為避免使用錯誤的梳打粒，愛協建

議狗主可前往愛協各中心免費索取梳
打粒，並提醒狗主發現或懷疑狗隻中
毒，最理想的做法是帶狗隻去附近獸
醫診所，倘狗主位置偏遠，未能即時
帶狗隻看診或在緊急情況，狗主可以

嘗試使用「梳打粒」自行催吐。
愛協強調，並非任何情況都合適使

用「梳打粒」催吐，倘狗隻誤食的毒
物是腐蝕性物質，催吐可能使腐食性
毒物倒流喉嚨，造成灼傷；倘狗隻出
現神經系統症狀，即反白眼或抽筋等
症狀，也不適合進行催吐
愛協又建議狗主在帶狗隻外出散步

時，繫上狗繩，並戴上口罩，同時提
高警覺，避免狗隻進入陰暗的位置、
草叢或花糟；帶狗隻參加訓練課程，
訓練狗隻不隨便吃地上的食物。

「毒死狗」增至10隻 國勳爭大洗除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
區政府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
佈，正調查大埔一間小學爆發的急性
腸胃炎個案，並提醒市民及院舍人員
注重個人及環境衛生，以防感染急性

腸胃炎。個案涉及23名學童，包括15
男8女，年齡介乎8歲至11歲，他們自
本周二(10日)起陸續出現嘔吐、腹瀉、
腹痛和發燒等病徵，其中20名學童曾
經求醫，無需入院，全部病人的情況

一直穩定。
衛生防護中心人員已到學校視察，

並向校方建議所需的預防措施，包括
適當和徹底消毒清潔、適當處理嘔吐
物，及注重個人和環境衛生，並對該
校進行醫學監察。衛生防護中心正繼
續調查。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提醒市

民保持良好的個人衛生；處理食物或
進食前、如廁後或更換尿片後須徹底
洗淨雙手；不要光顧無牌食肆及食物
檔攤，預防感染腸胃炎。市民可參閱
衛生防護中心網頁（www.chp.gov.
hk）或致電健康教育熱線（2833
0111），了解詳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2010年菲律賓發生挾持
香港旅客人質事件，造成8名港人死亡。事隔近7年半
後，正在訪港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昨日終於以總統身
份，正式就事件向香港人道歉，形容發生有關事件完全
是遺憾，保證不會再讓事件重演。死者之一、領隊謝廷
駿兄長謝志堅認為道歉正面，形容是「遲到好過無
到」，希望為事件劃上句號。然而，生還者易小玲則指
事件發生近8年，現在才道歉意義不大，認為菲政府應
發正式信函以表誠意。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昨日出席與居港菲律賓人會面的

活動時，就2010年導致8名香港遊客死亡的馬尼拉人質
事件正式道歉。他不點名批評時任總統阿基諾三世一直
未有就人質事件「說出口」道歉，因此他會以菲律賓總
統身份，及代表菲律賓全國人民衷心向港人道歉，並形
容有關事件完全是遺憾，承諾以後不會再有同樣悲劇。

謝志堅：遲到好過無到
在事件中身亡的領隊謝廷駿兄長謝志堅表示，對8年

來首次有菲律賓總統道歉感到正面，認為是「遲到好過
無到」，會到弟弟的墳前向他告知此消息。他指菲律賓
政府在過去8年一直迴避或淡化事件，是次杜特爾特願
以總統身份正式致歉，對死者家屬及菲律賓旅遊業亦屬
好事，同時希望正式為事件劃上句號。

易小玲：正式致函方顯誠意
人質事件傷者易小玲表示，事件發生近8年，現在才

道歉對她意義不大，重提舊事只會回想不開心回憶，但
有道歉總比沒有道歉好。她認為菲律賓應該向她們發正
式信函，或趁在港期間約生還者和受害人家屬見面，以
展示誠意。
2010年8月23日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發生挾持香港旅客
人質事件，被革除的菲律賓國家警察前高級督察門多薩
手持M16突擊步槍，強行登上一輛屬於香港康泰旅行社
旅行團的旅遊巴士，挾持車上包括遊客、司機、導遊、
領隊和攝影師共25名人質，要求菲律賓政府恢復他的職
務，其後菲律賓警察於晚上強攻上車，並與槍手爆發槍
戰，事件中8名港人死亡。
事發後本港保安局曾向菲律賓發出黑色旅遊警示，警

示目前則為黃色。由於當時整個營救過程被電視直播，
菲警方被指救援速度緩慢，罔顧人質的安全，其後時任
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拒絕就人質事件道歉。
2014年1月29日，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宣

佈，與菲律賓政府的談判期限已過，並對菲律賓實施首
階段制裁。菲律賓當時拒絕道歉，僅馬尼拉市長埃斯特
拉達攜同道歉信來港，向死者家屬及傷者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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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公司昨日凌晨公佈，前日接
獲衛生防護中心通知，指一名

在九龍塘站工作的月台助理被確診感
染腦膜炎雙球菌。港鐵表示，接獲通
知後已與衛生防護中心保持緊密聯
繫，並即時按照衛生防護中心指引制
訂的既定程序，為九龍塘站進行清潔
消毒，及加強清洗通風隔塵網，並要
求車站員工若出現發燒、咳嗽等病
徵，應盡快求診醫治，並知會上司。

患者危殆 今年第三宗個案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前晚公佈，

正調查一宗感染侵入性腦膜炎雙球
菌的個案，涉及一名有長期病患的
60歲男子，他自本月8日起出現發

燒、咳嗽和四肢乏力，翌日入住廣
華醫院，其後被轉往深切治療部接
受進一步治療，現時情況危殆。
衛生署表示，病人的血液樣本經

化驗後，證實對腦膜炎雙球菌呈陽
性反應，臨床診斷為腦膜炎雙球菌
血症。初步調查顯示，病人近期沒
有外遊，其家居接觸者至今沒有出
現病徵。
今次是今年第三宗侵入性腦膜炎

雙球菌感染個案，去年全年有5宗，
其中1人死亡。
腦膜炎雙球菌感染是由腦膜炎雙

球菌所引起，主要經由直接接觸帶
菌者的呼吸道分泌物而傳播，潛伏
期2天至10天，一般為3天至4天。

醫生籲戴口罩防飛沫傳播
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腦膜炎可由細菌及過
濾性病毒等引起，一般傷風及感冒
都可能引起腦膜炎，因此不應忽視
發燒、嘔吐及頭痛等腦膜炎病徵。
他建議市民如出現相關病徵時應

及早求診，因為嚴重的腦膜炎或會令
患者腦功能受損，甚至喪命。
楊超發並指出，腦膜炎能透過飛

沫傳播，在患者1米範圍內的人也有
被傳染的風險，建議抵抗力較弱人
士如果要到人多擠迫地方，或乘搭
公共交通工具時可戴上口罩，減低
被傳染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名在港

鐵九龍塘站工作的月台助理，確診感染腦

膜炎雙球菌，是今年第三宗侵入性腦膜炎

雙球菌感染個案。港鐵表示，接獲衛生防

護中心通知後，已即時清潔消毒九龍塘

站，加強清洗通風隔塵網，會與衛生防護

中心就個案保持緊密聯繫。有醫生表示，

嚴重的腦膜炎可致命，而腦膜炎能透過飛

沬傳播，在患者1米範圍內的人也有被傳

染的風險，建議抵抗力較弱人士如要到人

多擠迫地方，或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可戴

上口罩，減低被傳染風險。

大埔一小學爆急性腸胃炎

■■劉國勳劉國勳（（左二左二））此前陪同此前陪同
毒狗案苦主報警毒狗案苦主報警。。 fbfb圖片圖片

■■食環署在華明邨及附近食環署在華明邨及附近
屋苑進行大規模清洗屋苑進行大規模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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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前日接獲衛生防護中心通知，指一名九龍塘站月台助
理感染腦膜炎。 資料圖片

■愛協宣佈
會免費派發
梳打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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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兌美元昨創33年新低，多次觸及7.85的弱
方兌換保證水平，是自2005年優化聯繫匯率制度
以來的首次，金管局昨晚入市買入8.16億港元。
美聯儲自2015年底至今已先後6次加息，但香港
一直未跟隨，致使港美息差拉闊，為港元流向美
元造成更大誘因，港匯終觸及7.85弱方兌換保證
水平有其必然性。金管局最終出手，傳遞阻止港
元持續弱勢、令港美息差趨同的強烈信號。香港
長期以來熱錢滯留，資產泡沫膨脹，若資金持續
流走，扯高港息，對樓股等息口敏感的資產及行
業，金融風險趨高。金管局須嚴密監管港匯走
勢，果斷保障香港利益，未雨綢繆做好解釋、應
對方案，避免市場恐慌。

此次港匯13年來首次觸及7.85弱方兌換保證水
平有其內在必然性。金融海嘯之後，過萬億港元
的美元進入香港，未曾流走。目前港美息差為近
10年最闊，導致利差交易（carry trade）盛行，
各方賣港元買美元，令港匯持續低水。再加上人
民幣升值，北水湧入香港股市樓市，加劇對港幣
升值的壓制。由此可見，港匯弱勢由來已久，熱
錢湧入所致，對觸及弱方兌換保證不必過分驚
恐。

金管局昨日起初並未入市干預，是因為若銀行
同業市場願意以7.85的價位購入港幣，金管局就
無需立即進場護盤。但金管局昨晚最終入市，說
明僅靠市場力量，已不足以壓抑港美之間的息
差，表明市場已有共識，香港需加息以平抑與美
元之間的利息差，減低利差交易誘因，促套息交
易離場，令港元轉強。

香港若進入加息周期，並跟隨美國加快加息的
步伐，勢令目前瘋狂上升的樓市轉勢。應看到，
目前促使港匯持續疲弱的因素，除利差交易之
外，還有中美貿易衝突、中東局勢緊張等因素，
這更增香港股市、樓市突然逆轉的風險。日前不
少市民爭相遞表申請居屋，還有市民因高追樓市
不惜加大財務借貸，如今或需因應港匯、利率的
變化，慎重審視家庭、個人的財政負擔能力，及
早做好應對預案。

香港聯匯制度穩定，香港外匯基金有超過4萬
億港元的資產，本地銀行於2017年第三季末的平
均資本充足率為18.7%，在國際上屬高水準，香
港銀行和金融體系的防震能力相當強，市場普遍
認為金管局銀彈充足，有能力守住聯繫匯率。金
管局總裁陳德霖日前曾撰文表示，未來有可能再
次觸發弱方兌換保證，金管局有足夠能力維持港
元匯價穩定及應付資金大規模流動的情況，保證
港元不會弱於7.85，聯繫匯率制度將正常運作，
市場毋須擔心。

儘管如此，香港始終是細小的開放型經濟體，
資金來去自由，容易受到外部衝擊。97年亞洲金
融危機時港匯大上大落，息口大幅抽升，導致樓
泡爆破，切膚之痛，港人刻骨銘心。如今港美息
差拉闊，香港加息預期轉強，若資金持續流出會
否引發系統性風險，甚至金融危機再現，這是港
人最關心的。金管局應更加關注市民的疑慮，及
時作出解釋，傳遞當局有能力、有信心保持市場
穩定的明確信息，消除社會不必要的恐慌，協助
市民理性冷靜看待和應對港匯、息口的變化。

港匯新低風險趨高 金管局須做好應對
立法會四個委員會本月20日至22日將舉辦粵

港澳大灣區考察團，有32名議員參與，當中包
括9名反對派議員；本月23日，立法會邀請中聯
辦主任王志民午宴，已有51名立法會議員報名
出席，包括多名反對派議員。國家發展進入新時
代，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發展的大勢所趨、
前途所在。立法會議員增進對內地的了解，加強
與中聯辦的溝通，建立良性互動關係，有利促進
香港社會和諧，更好地把握國家發展的機遇，造
福香港和港人，這是立法會議員分內之事、應盡
之責，廣大市民樂見其成。反對派議員更要順應
民意，看清大勢，珍惜交流溝通的機會，切勿借
溝通表演政治騷，莫令溝通失去意義、辜負市民
期望。

十九大和今年全國兩會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
為香港「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提供了有力保
障，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
定帶來巨大機遇，香港與國家命運相連被賦予更
多新的內涵。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是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最直接、最現實的重要載體，為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了戰略支撐和重要平台。

立法會作為本港建制架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立
法會議員作為民意代表，理所當然應率先到粵港
澳大灣區多走多看多聽，為港人洞悉先機，在
「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的原
則上，有效化解合作障礙，實現資源共享、錯位
發展和特色優勢有機結合，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的機遇轉化推動香港發展的動力，為港人拓展創
業就業、尋求更優質生活的空間，這是立法會議

員向市民負責、為民謀福祉的應盡之責。
另一方面，中聯辦是中央政府駐港機構，是

中央廣泛聯繫香港各界的最重要渠道、促進兩
地交流與合作的最重要橋樑。中聯辦其中一項
重要職能，就是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
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
作，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
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和建
議。王志民作為中聯辦的最高負責人，與立法
會議員加強聯誼，履行中聯辦職能，全面、客
觀、準確地向香港各界傳遞中央方針政策，同
時了解香港不同黨派議員的意見，向中央反映
香港的民情民意，既可以協助中央制定更符合
港人訴求的政策，亦有助議員掌握國情，了解
國家發展的最新狀況，確保「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和香港繁榮穩定。

立法會議員到粵港澳大灣區交流考察，與中聯
辦主任良性互動，有利減少誤解和分歧，凝聚共
識，推動香港與內地和衷共濟，實現互利共贏發
展，本港主流民意樂見其成、鼓掌支持。全體立
法會議員都應踴躍參與這些交流活動，尤其是反
對派議員，更應以維護「一國兩制」、建設更美
好香港為大前提和共同目標，放下政治包袱，改
變逢內地必反的心態，通過理性務實的溝通，與
內地官員真誠互動，求同存異。如果有反對派議
員還是以政治抗爭掛帥，把交流、溝通視為政治
表演、吸引注意的良機，趁機搞政治小動作，令
交流、溝通變味，顯然與交流、溝通本來的良好
用意背道而馳，亦背離本港主流民意的期望。

看清大勢順應民意 珍惜交流溝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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