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低層公僕料「睇齊」加薪4.5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

傑）日本「3．11」大地震發

生至今超過7年，香港特區政

府計劃有條件放寬日本食品進

口安排，栃木、群馬、茨城、

千葉縣的蔬菜、水果、奶和奶

類飲品及奶粉日後只要獲日本

當局發出「出口商證明書」及

「輻射證明書」，就可以進口

香港。特區政府強調，日後會

繼續對所有日本食品進行輻射

檢查，確保食品安全，但福島

的食品進口限制就會維持不

變，有日本食品進口商估計政

府放寬規定後，4個縣的食品

進口量亦不會大幅增加。

港擬解禁進口日本四縣食品
福島限制維持不變 陳肇始：會做好把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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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有調查
發現，港人雖較去年少用2.6億支塑膠飲
管，惟整體用量仍達14.4億支。香港海
洋公園及保育基金發起「無飲管運
動」，呼籲全港市民減用塑膠飲管，亦
與逾830間餐廳及學校攜手合作，減少
即棄塑膠垃圾，保護海洋生態。
保育基金於上月進行調查發現，受訪
的1,000名香港市民，每星期平均使用
5.73支塑膠飲管，與去年比較，推算市
民較去年減少使用約2.6億支塑膠飲管，
反映市民對減用塑膠飲管的態度愈趨積
極，惟全年使用量仍高達14.4億支。
為進一步推動本港的無飲管文化，海
洋公園及保育基金於昨日宣佈推出「無
飲管運動」，以更廣泛及持續方式，鼓
勵全港市民減用即棄塑膠飲管以及其他
一次性塑膠製品，為保育海洋生態踏出
重要一步。
保育基金指出，今年更會夥拍多家本

地餐廳、學校及20家大型連鎖餐飲集
團，合共超過830間，推出「無飲管夥
伴」、「無飲管八號」及「無飲管星期
五」等計劃，鼓勵市民一同實踐減塑生
活。
參與「無飲管夥伴」計劃的機構，將

承諾全年不會主動提供飲管予顧客或學
生。其餘參與食肆和學校則將於每月8
日或逢星期五，不會主動提供飲管。保
育基金又會在網上平台推出互動式「無
飲管餐飲地圖」，列出所有參與食肆，
鼓勵市民作出無飲管的餐飲選擇。
保育基金主席陳晴指出，很高興看見

愈來愈多機構願意響應「無飲管運
動」，雖然摒棄使用塑膠飲管看似只是
小習慣，但卻象徵着改變消費模式的第

一步，這將引領香港邁向可持續的未
來。

海園所有餐廳停供膠飲管
海洋公園餐飲部高級營運經理李國樑

表示，海洋公園一直致力為世界各地遊
人提供糅合教育及保育的綜合娛樂體
驗，因此公園積極響應運動，公園內所
有餐廳於今年開始停止供應塑膠飲管，
如客人有需要，亦只會提供紙製飲管。

海園夥逾830餐廳學校推「走膠飲管」

港對日本食品進口限制修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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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食物及衛生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食品

蔬菜、水果、奶、奶類
飲品及奶粉

冷凍或冷藏野味、肉類
及家禽，禽蛋和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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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進口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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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附有日本農林水
產省簽發的出口商證
明書及輻射證明書

沒有改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俗稱「雞
咳」的百日咳近年在歐美「死灰復燃」，本港
近日便接獲多宗中年人從美國、澳洲等外地回
港後，確診患上百日咳的個案。港怡醫院呼吸
系統科榮譽顧問醫生溫志堅表示，百日咳傳播
速度快，感染初期症狀與感冒極相似，但可持
續超過兩星期至數月，更可能引發癲癇、肺炎
等併發症。他指出，政府雖為嬰幼兒免費注射
百日咳疫苗，但有效期僅10年，建議市民及
早注射預防疫苗。
溫志堅表示，百日咳是由百日咳博德氏桿

菌引致，患者初時可能沒有特別病徵，只會流
鼻水、打噴嚏、輕微發燒和咳嗽，症狀與一般
傷風感冒非常相似。感冒一般在一星期內好
轉，但百日咳的症狀卻可持續逾兩星期至數
月，而且咳嗽會日益嚴重，患者會出現吸入性
哮聲，咳嗽後嘔吐等，妨礙患者飲食和呼吸，

甚至更會出現呼吸停止、癲癇、肺炎等併發
症。
溫志堅指出，百日咳可透過直接接觸患者

的飛沫傳播，傳播速度驚人，病菌的潛伏期通
常為7天至10天。成人受感染會出現陣發性咳
嗽，每次咳逾十多聲，最後一聲會倒吸一口
氣；嬰幼兒則未必會有明顯的咳嗽，可能只會
短暫發燒，而初生嬰兒呼吸道窄小，可能無法
咳出分泌物，或導致呼吸道阻塞，引致窒息。
他又指，兒童感染百日咳的併發症較成人

多，最常見是繼發性細菌性肺炎。現時香港政
府為嬰幼兒提供免費含百日咳結合疫苗注射，
每10年需補打一次增強劑，但香港較少百日
咳病例，相對較少人補打增強劑。他建議，若
市民有所懷疑，應及早接受檢查。他又期望市
民注射預防疫苗，平日時刻保持個人衛生，預
防疾病傳播。

百日咳歐美「重燃」醫生倡打預防針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引發福島核電站洩
漏輻射後，香港特區政府食物環境
衛生署食物安全中心禁止日本福島
及鄰近的栃木、群馬、茨城和千葉
縣蔬果及奶類製品進口，但有關管
制或會放寬。
特區政府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
件，建議放寬對栃木、群馬、茨城

和千葉縣的食品進口限制，條件為
有關出口商必須持有及提供由農林
水產省簽發的有效出口商證明書，
而食物亦要附有輻射證明書。

近兩年樣本沒有輻射
特區政府官員表示，日本進口食

品的輻射水平除了要符合食品法典
委員會的限制值外，亦要合乎日本
方面更嚴格的要求，指食安中心一
直有監察日本進口食物的輻射水
平，在過去7年共檢測49萬個食物
樣本，但從未發現有樣本超出輻射
安全標準，而自2016年中至今一直
未有再發現有食物樣本有輻射。
官員又透露，食安中心過去幾年

亦曾發現有現時計劃放寬進口限制
地區的食品非法進口香港，經檢驗
後亦未有發現相關食品的輻射水平
超越食品法典委員會及日本政府所
制訂的標準。

對於部分市民或仍對相關地區製
造的食品安全欠信心，官員指日本
對預先包裝食品的食物標籤有作規
管，包裝一般會有列明生產地區，
市民可以作出識別。
至於散裝食品，官員就指政府早

前曾與部分售賣日本進口蔬果的公
司聯絡，獲回覆指願意改善產品說
明，向顧客透露產品來源地，但承
認有關工作只屬自願性質。
今次放寬禁令的建議首先要經過

立法會討論，才再正式修改命令及
刊憲生效，特區政府官員被問及獲
放寬進口限制的食品最快何時可入
口香港時未有回應，只是表示「香
港政府做事效率頗高」。

輻射檢測將繼續進行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在

網誌強調，政府在放寬禁令後會繼
續做好把關工作，除了要求日本方

面為進口食品發出安全證明外，亦
會繼續對所有日本入口食品進行輻
射檢測，並會特別加強抽取來自栃
木、群馬、茨城和千葉縣的蔬果及
奶製品進行化驗。
不過，福島縣蔬果及奶類製品的

進口限制就會維持，特區政府官員
解釋有關安排考慮到部分市民對當
地食品安全仍有憂慮，指特區政府
現時未有時間表進一步放寬限制，
只是表示會在適當時候檢討安排。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歡

迎政府建議，指市民近年對日本食
品的戒心已下降，相信市民不會抗
拒修訂，但預計業界在規定放寬初
期只會先入口小量來自該些地區的
相關食品，視乎市場反應再增加供
應。而香港日本食品輸入業協會則
認為，今次放寬對市場沒太大影
響，因為香港人喜愛吃的水果主要
來自西日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昨天是
「世界環境日」，逾二十個環保團體及工
商會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遞交公開信，促
請政府盡快向立法會提交都巿固體廢物徵
費草案，使垃圾徵費可盡快落實，避免下
一代承受更大的垃圾處理壓力。
多個團體共十多人昨日手持標語，帶同

小孩和「大嘥鬼」畫像到政府總部請願，
並向特首遞交聯署信。綠領行動高級項目
主任王珮芝表示，本港垃圾徵費已討論及
諮詢多年，社會亦早有共識，政府也曾表
示會於去年底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
案，並期望2019年前落實計劃。
惟她指出，現已時隔多月，計劃仍沒有
進展，且立法會休會在即，如政府無法盡
早提出草案，擔心落實垃圾徵費計劃將變
得遙遙無期，嚴重打擊市民減廢動力，環
境局於2022年減廢40%的目標恐怕也會落
空。
她又指，現時堆填區每天接收逾萬噸固

體廢物，解決問題實刻不容緩，促請政府
在立法會休會前，提交有關條例草案，內

容包括成立減少廢物辦事處，專責訓練及
組織巡查隊，協助政策宣傳及執法，提升
公民減廢意識。巡查範圍包括公私營屋苑
或物業、住宅大廈、單幢樓、及棄置大袋
垃圾的商舖等。
此外，政府應強化回收系統及加強本地

再造產業，如改造更多垃圾站及公共空
間，以便利單幢樓、唐樓等的居民參與回
收減廢工作。政府亦應增撥土地，把棕地
上規劃混亂的回收業撥亂反正，促進本地
回收工業，同時設置再造設施及產業，減
少依賴以出口處理回收物料。
香港廢物回收處理網絡葉文琪亦有到場

支持行動。他認同現時送往堆填區的固體
廢物，仍含有大量可回收物料，包括紙品
及膠樽，實施垃圾徵費將有利提升回收
率，同時根據歐盟經驗，垃圾徵費有助擴
大回收再造業規模，並創造就業職位。
他表示，回收業界同意垃圾徵費利多於

弊，並期望政府將徵費所得收益，協助業
界穩定回收價格，令可回收物料不會因成
本過高而棄置在堆填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公務
員事務局昨日向4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
的職方提出薪酬調整方案，高層薪金級
別及首長級公務員的加薪幅度為4.06%
（相等於高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
標），低層及中層薪金級別公務員，加
薪幅度為4.51%（相等於中層薪金級別
的薪酬趨勢淨指標），生效日期追溯至
今年4月1日。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表
示待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職方的
回應，並就2018至2019年度公務員薪
酬調整作出決定後，政府會盡快提交建
議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考慮。

高層首長級增4.06%
公務員事務局提出的調薪方案中，高

層薪金級別及首長級公務員的加薪幅度
為4.06%，但個別薪點的金額須予訂
明，即總薪級表第三十四點為70,590
元；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表第
二十點和警務人員薪級表第三十六點為
70,470元；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
級表第二十一點和警務人員薪級表第三
十七點為70,970元。
公務員事務局指，調薪決定是由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經考慮既定年度公務

員薪酬調整機制下的所有相關因素，即
包括薪酬趨勢淨指標、香港經濟狀況、
生活費用變動、政府財政狀況、職方對
薪酬調整要求及公務員士氣後所作出。
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說：「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既定機制作出決定，
向高層及中層薪金級別公務員提出的薪
酬調整方案，均與其薪酬趨勢淨指標相
同（即分別為4.06%及4.51%）；向低
層薪金級別公務員提出的方案，則因
『調高』安排而與中層薪金級別的薪酬
趨勢淨指標看齊。」
發言人指，在「調高」安排下，如低

層薪金級別薪酬趨勢淨指標低於中層薪
金級別，視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
決定，其薪酬調整會被「調高」至與中
層薪金級別薪酬趨勢淨指標相同水平。
他指，按一貫做法，首長級薪酬調整方
案將跟隨高層薪金級別公務員安排。

何啟明盼改革薪點
工聯會勞工界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

示，對政府按照既往習慣，將中低層公
務員的加薪幅度睇齊表示歡迎，希望是
次加薪可令公務員士氣得以提升。不
過，他同時指出，必須繼續檢討加薪機

制內有關扣減遞增薪點的做法，因這會
影響新入職公務員的加薪幅度，「希望
當局可作出改革而不應墨守成規。」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代表

林榮松認為，加薪幅度與他們訴求的
5%相若，亦比往年高，但指「說不上
滿意。」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代表、
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黃孔樂表示，局方
提出的方案與薪酬趨勢淨指標一樣「照
單全收」，認為局方並無全面考慮公務
員士氣及政府庫房收入等其餘因素，
「高級公務員加薪不少於5%是合理要
求，稍後會與局方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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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氣候反
常問題近年受到關注，醫院管理局近年採
取多項措施，除了引入較環保的可再生能
源外，亦引入多款較節能的新系統，在不
影響服務的前提下減少碳排放。
電力是醫管局最主要的碳排放來源，
每年排放量達50萬噸，佔一年57萬總碳
排放的88%，當中以冷氣機製造的碳排
放最多，每年有20萬噸，即佔用電所產
生的碳排放量 40%及總碳排放量的
35%。
醫管局在3年多前開始引入較節能的
無油式空調機組，而新機組亦不需要用
與雪種放在一起時會減低製冷效果的潤
滑劑。瑪嘉烈、大埔等十多間醫院現時
合共有逾80台新式冷氣機組，醫管局未
來亦會逐步以無油式空調機組取代傳統
機組。

新空調機組年省3000萬電費
醫院管理局高級行政經理（工程）源

柏樑指，無油式空調機組價錢雖然較傳
統機組貴10%至20%，但可以節省的電

費就比預期多，一年可以節省3,000萬元
電費，相信購買無油式空調機組所增加
的成本可以在4年內收回。
廣華及聯合等即將重建及新興建的醫

院引入目的樓層控制升降機系統作為員
工升降機，新的升降機會集中往同一樓
層的人使用同一升降機，源柏樑指有關
安排不單可以減少用電，亦可以令員工
更快到達目的樓層，運作效率在繁忙時
間最多可提升20%。
醫管局早前亦在瑪嘉烈醫院引入熱

泵，供應熱水予廚房員工清潔碗碟，以

新機器供應熱水的效率較用煤氣高最少
20%。源柏樑並指熱泵製熱時會同時產
生涼風，所以在廚房使用熱泵不單節
能，亦有助改善員工工作環境，透露醫
管局不排除日後會在更多醫院引入熱
泵。
除節能外，醫管局亦有使用可再生能

源製電，以少對環境造成破壞，源柏樑
指醫管局轄下有近10間醫院已經裝有太
陽能板。另外，大埔那打素醫院更有購
入沼氣自行發電，發電量能滿足該院
20%用電量。

環保慳電力 醫局多招減碳排

■熱泵不單節能，亦能改善員
工工作環境。 醫管局供圖

■源柏樑指無油式空調機組較傳統機組節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海洋公園及保育基金推出海洋公園及保育基金推出「「無飲管運動無飲管運動」。」。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多個環保團體及工商會聯合行動向特首遞交公開信多個環保團體及工商會聯合行動向特首遞交公開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