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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鋒致唁函悼鍾士元

王志民致唁電悼念鍾士元
■王志民致唁電悼念鍾
士元。 中聯辦網站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
訊，11 月 14 日，香港特區政府
第一屆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
集人、港事顧問、香港特區籌
委會委員、香港特區預委會委
員鍾士元在香港逝世，享年101
歲。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向鍾士
元親屬致唁電，對鍾士元逝世
表示沉痛悼念。唁電全文如
下：

颱風「山竹」9 月中襲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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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破壞，康文署轄下港島區三

大運動場中，小西灣運動場及香港仔運動場皆損
毀嚴重，共逾百個學校運動會及其他運動比賽未
能如期舉行。雖然康文署已按程序聯絡學校作出
跟進，惟因檔期不配合，有中學要另付貴價場租
辦校運會。有港島東中學校運會則移師西貢舉

鍾士元先生親屬：
驚悉鍾士元先生不幸逝世，
深感哀痛！
鍾士元先生長期擔任香港公
職，服務社會，在香港享有崇
高聲望。他愛國愛港，積極參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工作，
先後擔任港事顧問，香港特別
行政區籌委會預委會委員、籌

委會委員，特區首屆行政會議
召集人，為香港順利回歸祖國
和平穩過渡，為「一國兩制」
在香港順利實施作出了重要貢
獻。
謹致沉痛悼念，望節哀珍
重！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
王志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政壇元老鍾士元逝世，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謝鋒昨日表示深切
哀悼。
謝鋒在致鍾士元親屬的唁函中
表示，驚悉鍾士元博士仙逝，
「我謹代表外交部駐港公署並以
我本人名義，向你們表示深切哀
悼和慰問。」
他讚揚鍾士元胸懷國家，心繫

香港，在政界、教育、醫療、工
程等方面卓有建樹。「鍾博士曾
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
和特區行政會議首任召集人，為
香港回歸和政權順利交接做出貢
獻。鍾博士關心國家外交和涉港
外交事業，鼎力支持公署工作，
我們銘記在心。」
謝鋒最後表示：「斯人已去，
風範長存！我們永遠懷念他！」

「山竹」毀場地 校運會迫遷
臨急難撲場 跨區租場硬食數十倍租金

行，更有小學被迫在校內比賽。教聯會主席希望
教育局可支援校方及與康文署溝通，加快為學校
覓合適場地。

■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西貢鄧肇堅運動場是區內及新界東學校開校運會的主要
場地，但位於港島東半山的蘇浙公學上周二只能在上

址辦校運會。該校運會原定上月 16 日及 30 日在小西灣運動
場舉行，但「山竹」襲港後，場地損毀嚴重要封場維修，學
校需臨急另覓場地。
該校校長方仲倫憶述，當時老師四出撲場，甚至考慮高價
租用港大何鴻燊體育中心等私人場地，礙於沒有檔期才作
罷。

■南區聖公會
呂明才中學移
師到港大何鴻
燊體育中心舉
行校運會。

灣仔運動場排期至聖誕
方稱，直至 9 月底，康文署提供轄下運動場剩餘檔期供學
校選擇，惟大部分檔期集中於明年 4 月左右的下學期日子，
就近的灣仔運動場亦要排期至聖誕日子，校方決定改在上周
二跨區到西貢開校運會，但兩天賽期縮至一天，並取消友校
邀請賽。
身兼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副主席的方坦言，早前開會有校
長私下反映過租場困難，有學校需改到明年6 月考畢DSE才
開校運會。他明白當局整理及發放場地清單需時，「但如果
快啲，學校就可以安心啲。」
至於南區聖公會呂明才中學，其校運會原定上月假香港
仔運動場舉行，亦改於上月底租用港大何鴻燊體育中心舉
辦校運會。
記者向該校及港大查詢相關租場情況，均不獲回應。
據港大網頁顯示，何鴻燊體育中心平日上午至黃昏的非繁
忙時段時租3,115元，若租8小時需2.5萬元。
而香港仔運動場 8 小時租金僅 910 元，另租電子計時器等
設施約 200 多元，學校可享半費優惠，兩者租金相差數十
倍。

教局未主動助學校解租場問題
南區學校聯會副主席兼嘉諾撒培德學校校長趙冠施稱，香
港仔運動場受災封場，區內學校首當其衝，其中鴨脷洲有小
學要改到明年 4 月復活節假前舉行校運會，有中學運動會臨
時取消，部分學界體育聯會的賽事亦改期。
趙指，學校聯會月初開會有校長私下提及租場困難的問
題，並交流撲場心得，惟風災後未聞教育局有主動協助學校
解決租場問題。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亦指，早前有港島東區學校向該會反映
過租場困難問題，區內有小學因小西灣運動場復修，需改在
校內舉行校運會，部分田競賽項目因學校範圍需取消，或改
以競技形式進行。
他明白風災有許多後續問題須處理，希望教育局可主動支
援校方及與康文署溝通，解決場地問題。

兩大重災場影響逾百活動
■香港仔運動場看台上蓋被颱風嚴重破壞，需封場緊急拆除。

■ 蘇浙學生
未受長途跋
涉到西貢作
賽影響，
賽影響
，奮
力衝刺。
力衝刺
。

「山竹」襲港滿目瘡痍，至少逾
40 間學校校園設施受風暴破壞，教
育局為支援學校因風暴影響需承擔
的額外開支，為公營及直資的中小
學及參與幼教計劃的幼稚園提供
「風災特別津貼」修理校舍，上限
分別為15萬元及5萬元。
教育局向本報透露，學校可用
津貼支付未能透過「緊急修葺工
程」機制進行而需盡快進行的清
理、維修工作、更換在校舍範圍
內的標準設施、設備或購置所需

有註冊醫生美容中心受規管
陳肇始表示，有註冊醫生執業及提供醫療服

九龍中醫網推 24 小時
「通波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院管理局九龍中
醫院聯網明年將加強各類門診及精神科服務，轄
下伊利沙伯醫院及廣華醫院的心臟科更會合作，
24小時提供俗稱「通波仔」的緊急冠狀動脈介入
治療服務。
聯網總監盧志遠表示，兩院的醫生對新服務
反應正面，不擔心工作壓力增加會令人才流失
問題惡化。
九龍中醫院聯網昨日公佈 2018/19 年度周年
工作計劃，指伊利沙伯醫院與廣華醫院本月初
已開始合作提供 24 小時「通波仔」服務，盧志
遠指兩間醫院現時合共有 21 名心臟科醫生，當

中 10 人可以獨立進行「通波仔」手術，認為團
隊有足夠人手提供新服務。

盧志遠：不擔心爆發離職潮
醫院提供新服務會令醫護人員工壓力增加，
但盧志遠強調，「通波仔」是治療心肌梗塞病
人的最好方式，兩間醫院的心臟科醫生均對新
服務反應正面，不擔心聯網會因改善服務而爆
發離職潮。
他續說，伊利沙伯醫院於過去一年有 3 名心
臟科醫生離職，當中包括一名已獲重聘的退休
醫生。

用品的開支，如清除倒下樹木、
清理校園廢物、小型維修、清潔
校舍、設施和設備、購置及更換
所需用品等。
學校需於本月底前填妥表格及
提供收據發票向局方申請。逾期
申請會按個別情況考慮。
此外，風災過後局方委聘的工程
顧問及承辦商已為逾 380 間資助學
校開展緊急修葺工程，並於 9 月 18
日完成，預計年底完成餘下學校所
需的修葺工程。

務的美容中心同樣會受到新制度規管，需要登
記及遵守人手、急救、藥物管理、醫療記錄等
發牌條件和實務守則。不過，她指一般美容業
不會受到今次草案規管。
另外，約 3,000 間由不多於五名註冊醫生及牙
醫營辦小型執業診可申請豁免。
政府會於本月30日為條例於刊憲，並計劃在明
年會首先為私家醫院註冊，再在2020年及2021年
為日間醫療中心和診所註冊。
陳肇始表示，條例生效後會設有過渡安排，讓
業界有充分準備。
於本月 30 日當天已投入運作的日間醫療中心
或診所，其營辦者日後申請正式牌照時，只要
符合某些條件，便會獲發暫准牌照。
暫准牌照讓有關的日間醫療中心或診所在符
合資格領取正式牌照前可以繼續經營。

盧志遠並表示，聯網的醫生和護士流失率分別為
4%和6%，數字與醫管局整體數字相若，透露聯網
今年新招聘了逾70名醫生及近300名護士，期望能
減輕醫護人員工作量。
新增的人手中，部分會用於精神科，其中九龍
醫院會增加23名護士、1名副顧問醫生及1名駐院
醫生，以應付加開一間設40張急性精神科病床的
女病房所帶來的額外服務量。
九龍醫院精神科部門主管吳文建表示，新病
房設計比舊式病房寬闊，並設長者專區及「房
中房」等，可滿足不同患者的需要。
另外，九龍中醫院聯網來年亦會增加 750 個
腫瘤科專科門診名額以及 5,500個普通科門診名
額，同時透過「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
為約4,640名病人提供服務。

冠忠南區失「主場」移師旺角
「山竹」襲港摧毀康體設施，港超
聯球隊冠忠南區亦蒙受「無妄之
災」，痛失「主場」優勢。
冠忠南區一向以香港仔運動場作主場
迎敵，球會主席陳文俊憶述「山竹」過
後，曾到現場視察，因西看台部分上蓋
被強風吹毀，具倒塌的潛在危險，康文
署基於安全考慮，決定全面封場復修。
鑑於當時尚未有重開的時間表，他不
想無了期等待，亦擔心延後補賽會擾亂
賽程，遂跟香港足總及其他球會商討，
終決定將 10 月兩場主場比賽移師旺角

「未補價屋出租」接 業主 租客申請

責任，並須委任一名醫務行政總監掌管私營醫療
機構的日常管理。
草案並會要求持牌人提供收費項目及服務的
價目資料，供公眾知悉，以提升私營醫療機構
的收費透明度及確定性。
食衛局估計，修例生效後，逾 2,000 間私營
醫療機構需要向衛生署申請牌照，政府將增
撥資源及人手，於衛生署成立完備的私營醫
療機構規管辦事處，負責相關的註冊及執法
工作。

均受颱風破壞，需暫停開放復修，經
與工程部門商議，觀眾席上蓋改善工
程決定提早進行，並一併開展草地修
復及場外圍欄改善工程，料要明年中
才重開，其間共有 73 個活動包括學校
陸運會、足球及射箭比賽、田徑練習
等受影響。
而香港仔運動場的有蓋看台被強風
破壞，預計本月內開放，其間共有 25
個學校運動會、3 場欖球聯賽、兩場
港超聯賽事及 16 節足球及欖球訓練未
能如期舉行。

■參賽學生全力以
赴，爭取佳績
爭取佳績。
。

教局15萬「災津」補貼修校舍

私醫機構例通過 逾二千間需申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昨日三
讀通過《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引入新機
制規管私家醫院、日間醫療中心等四類機構。
條例將於月底刊憲，衛生署會成立規管辦事處
負責執法，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指政府將
按風險程度分階段落實規管制度，計劃明年首
先開展私家醫院註冊工作。
她表示，新條例將為私營醫療機構引入新規
管制度，進一步保障病人安全和消費者權益，
並促進本地醫療系統持續發展。
醫院、日間醫療中心、診所及衛生服務機構均
受《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 規管，修例訂明私
營醫療機構的持牌人須為該機構的運作負上全部

冠忠南區供圖

就有關學校租場困難，教育局發言
人表示，學校需直接向康文署申請預
訂轄下運動設施，如場地因突發情況
未能使用，署方會聯絡學校再作安
排。據了解，部分運動場設施因「山
竹」造成損毀，致暫時未能供學校使
用，署方已聯絡相關學校作出跟進。
康文署發言人則指，9 月下旬起已
聯絡受影響學校，統籌及協助尋找鄰
近地區的運動場進行補場，以舉辦陸
運會。發言人稱，小西灣運動場電力
系統裝置、觀眾席上蓋及跑道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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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房委會計劃透過修改
土地契約方式，將居屋及
綠置居禁止轉售年期由 5
年延長至 10 年。房協主席
陳家樂表示，若房委會落
實有關做法，房協一般將
會跟隨。他並透露，房協
推出的「未補價資助出售
房屋出租計劃」租戶申請
今日截止，暫時分別收到
9 宗 業 主 及 40 宗 租 客 申
請；至於漁光村「暫租住
屋」計劃，暫時有 25 戶已
經入伙。
陳家樂昨日在一個電台
節目上表示，居屋和綠置
居的售價將按負擔能力計
算，政府的資助額因此會
增多，因此相應增加轉售
限制，在原則上是合理。

料跟房委 禁轉售10年

他指出，若房委會落實
做法，房協一般都會跟
隨，但認為較穩妥做法，
應該要同時修定房屋條
例，以免土地契約和條例
有衝突，容易受到司法挑
戰。
他相信 10 年期是一個合適的數
字，又不認為收緊轉售限制會令資
助房屋吸引力下降。
對於有人建議居屋應永遠不能在

場舉行，需以「偽主場」身份作賽。
除失「主場」優勢外，球會每隔一
兩星期在香港仔運動場的草地練習亦
被迫取消，其間亦只能在平日操練的
就近人造草場繼續練波。
冠忠南區現時暫列積分榜的第二
位，唯一敗仗便是在旺角場迎戰東方
龍獅，但陳文俊否認輸波與轉場作賽
有關。
他說香港仔運動場封場期間，康文
署一直向球會匯報復修進度，認為部
門已交足功課。
自由市場出售，他認為有關建議需
要仔細討論，因為當樓市下跌，業
主有需要放售時，只有第二市場是
比較狹窄。
他續說，隨着資助出售房屋的資
助額增加，對房協的財政造成壓
力，房協正與政府商討補地價方法
會否有修改空間，但需要全盤考
慮。
房協上月推出「未補價資助出售
房屋出租計劃」的租戶申請今截
止，陳家樂指目前收到 9 宗業主及
40 宗租客申請，而房協並沒有一個
特定指標，只冀望達至「房盡其
用」。

漁光村
「暫租住屋」25戶入伙
至於漁光村「暫租住屋」計劃，
他指9月份已開始分配217個單位，
居民於本月陸續遷入，暫已有 25 戶
入伙。
房協初步統計，70%居民搬入前
居於劏房，他對計劃能成功幫助劏
房家庭感到高興。房協未來會否繼
續推出此等計劃，他指要視乎有否
合適的屋邨。
對於施政報告提出「明日大嶼願
景」填海計劃，他指個人支持填
海，因為在土地荒的情況下，不認
為單一方案可解決問題，要多管齊
下。
他認為，填海要經過環評和諮
詢，有既定的法定過程，毋須太擔
心會出現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