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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男夜困雪山 徒手挖洞保命
遊日滑雪遇險捱通宵 幸愛「打卡」傳朋友成獲救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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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廉政公署
最為人熟悉的除了打擊貪污，其咖啡同樣
深入民心。一般市民未必有機會一嚐「廉
署咖啡」滋味，但為慶祝廉署成立45周
年，廉署首次以「廉署咖啡」為廣告主
題，以「全方位、多體驗」方式展開宣
傳，市民除可在巴士站播放廉署「沖咖
啡」廣告時嗅到香濃咖啡氣味，更有機會
免費品嚐「廉署咖啡」，與廉署一起分享
廉潔成果。
「廉署咖啡」的由來，可追溯至上世紀
70年代廉署成立初期，從英國聘請了一批
資深警務人員。由於文化不同，他們為疑
犯或證人到廉署錄取口供時，一般都會問
對方要不要咖啡，「廉署咖啡」遂漸漸為
人熟悉。
廉署指出，早期的廉署廣告，不少是以
阻嚇性內容和對白，警惕市民不可貪污，
也有鼓勵市民親身舉報等內容，卻一直未
有以咖啡作為主題。
為求創新，他們今次是45年來首次以咖

啡為主題，並配合口號「世界在變、反貪
不變」，象徵廉署打擊貪污和維護廉潔的
決心，半世紀以來從未變質。
負責是次宣傳片製作的導演王嘉明表
示，廉署在不同時代有不同事件發生，不
同的人也有不同記憶，但有一樣東西，作

為港人一定認識，就是廉署的咖啡。
在拍攝和構思過程中，要做到藉沖出一

杯咖啡，來帶出無論世界如何轉變，廉署
不偏不倚、公正廉潔的核心價值，始終如
一。

「四感」體驗邀「靚聲」任旁白
廉署又指，為加深公眾印象，是次宣傳

將集合視覺、聽覺、嗅覺、味覺的新體
驗。視覺方面，在拍攝時特別選擇一間專
門咖啡店，並邀請專業咖啡師到場，多次
重複手調咖啡的每一個動作，做到一絲不
苟。至於聽覺，他們特邀以「靚聲」見稱
的鄭子誠擔任旁白，避免以「硬繃繃」模
式去硬銷「不要貪污」。

全新廣告更帶來特別的嗅覺體驗，由上

周五起一連3個星期，市民日間經過北角
港運城巴士站和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巴士
站、當播放廉署「沖咖啡」廣告時，將會
嗅到香濃咖啡氣味，獲得嶄新體驗。
「廉署咖啡」當然需透過味覺來體驗，

廉署除前日及昨日在尖沙咀舉辦活動，讓
市民品嚐「廉署咖啡」，代表與市民一起
分享廉潔成果，活動本周將於銅鑼灣進
行，下月更有電車活動 (見表)，有興趣市
民可到場參與。

廉署廣告破天荒 誘市民歎咖啡
廉署派咖啡活動詳情
1月25日至27日

「快閃咖啡分享」銅鑼灣時代廣場設
攤位，以快閃方式向市民派發廉署咖
啡 (數量有限，派完即止)。除咖啡
外，市民參與攤位活動將獲贈廉署45
周年紀念品如DIY布袋、行李牌和多
功能旅行儲物袋等

2月15日

廉署成立紀念日當天，一輛印有廉署
45年周年宣傳標語的電車將會穿梭港
島市區，在數個指定電車站「突
襲」，向市民派發「廉署咖啡」及紀
念品

■資料來源：廉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市民也參加「廉署咖啡」活動。廉署供圖

■■廉署舉辦活動廉署舉辦活動，，讓市民品嚐讓市民品嚐「「廉署咖啡廉署咖啡」。」。廉署供圖廉署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前政
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孖生胞妹的丈夫陸鍾
漢（81歲），昨晨在淺水灣道南山別墅
住所內暈倒，由妻子方寧生陪同送律敦
治醫院搶救後，下午轉送養和醫院深切
治療部續治，情況仍危殆。
陸鍾漢年事已高，近年已放下大部分

工作，於2012年辭任中電董事時，他
曾透露希望逐漸減低工作量。有消息指

陸是因患癌而身體抱恙，亦有傳他心臟
出現問題，故望可專注在家養病。
事發於清晨6時許，警方接報指有人

在淺水灣道41號南山別墅一單位內暈
倒，救護員到場發現該名81歲姓陸的老
翁已陷昏迷，遂替其急救，並由家人陪
同乘救護車送往律敦治醫院，經搶救後
情況危殆。警方初步調查後相信事件無
可疑，列作有人暈倒案處理。

至下午約2時，陸鍾漢情況漸穩定，
在醫生及親人陪同下轉送養和醫院深切
治療部治理。稍後，方寧生離開醫院，
乘車返家時表示丈夫無事。
陸鍾漢太太方寧生是前政務司司長陳

方安生的孖生妹妹，兩人剛於本月17日
度過79歲生日。陸鍾漢出身於紡織世
家，作風低調。資料顯示，陸曾任多間
公司的董事及非執行董事，且與中信泰
富的榮智健家族關係極好，曾任中信泰
富非執行董事多年。2000年陸出任中電
控股獨立非執行董事，至2012年退休。

陳方安生妹夫別墅暈倒命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屯門
內河船碼頭一個存放有大量貨物的鋅鐵
貨倉，昨凌晨發生大火，由於火場面積
大，火勢猛烈兼遠離水源，消防到場未
幾即將火升為三級，出動200人，滅火
輪亦協助取水進行水陸夾攻撲救，努力
9小時終將火救熄，事故中無人受傷，
起火原因待查。貨倉部分屋頂結構坍
塌，屋宇署正評估貨倉安全。
三級火現場為屯門龍門路屯門內河船

碼頭近岸一個鋅鐵結構、約3層樓高的

單層貨倉，場內存放有大量貨物，包括
有有電器、衣服鞋襪及布匹等。
昨凌晨4時35分，消防接獲上址火警

報告，11分鐘後趕抵時已見火勢猛烈，
濃煙沖天，火場面積達200米乘80米，
且最接近水源達300米外，評估後於4
時52分將火升為三級，增派更多人手到
場撲救。
署理消防區長（新界西）鄧五傑表

示，消防處共動員200名消防員及救護
員，派出30部消防車、4部救護車、出

動10條喉、10隊煙帽隊、兩支鋼梯水
塔、兩支車頂中攻喉筆進行灌救。消防
員除在300米外拖喉，其間一艘滅火輪
亦到場，協助抽取海水灌救。經通宵撲
救，早上10時半將火勢控制，至下午1
時34分終將火救熄，火警中無傷亡報
告，消防正調查起火原因。
起火貨倉內的貨物大部分焚毀，由於貨

倉屋頂及牆壁部分結構坍塌，消防一度召
來坍塌搜救專隊、及煙火特遣隊協助處
理，屋宇署亦奉召到來評估安全情況。

碼頭貨倉三級火 水陸救足9小時

■濃煙沖天火焚燒9小時。■屯門貨倉三級火。 消防提供

政府公佈擬於2月1
日調高長者綜援申請
年齡至65歲，消息引
起社會上下群起而攻
之，不同政見的黨派

也立場一致，無不斥罵政府。

新策未計津貼 年少逾萬元
民建聯認為新政策下申領人每月津

貼額比舊制相差1,000多元，一年下來
總額已超過1.2萬元，還未計算連帶於
長綜的醫療、復康等津貼，對於捉襟
見肘的貧窮長者來說，絕不是個小數
目。
雖然現時只有大約2.5萬名60歲至64

歲長者領取綜援，而政府估算每年此
年齡組別新申領個案也不過為2,000
人。
可是，政府在推動政策時漠視民

意，沒有理會社會反對聲音，又繞過
事務委員會的常規討論，政策推行欠
缺周詳配套，不倫不類。
縱然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近日

已四出奔走為事件「解畫」，惟政府
官員依然鐵板一塊，毫無討論餘地，
這怎不會觸發全城怒吼呢？

顧大局挺財案 非撐所有項目
事實上，自從2017年的施政報告首

次提出了長者綜援申領年齡提升至65
歲，民建聯一直都是反對。
但財政預算案是政府整體開支，涉

及全港市民及公共服務，我們絕對不
希望香港政府陷入「財政懸崖」之
中，影響整個政府和社會正常運作，
故此民建聯當初為了顧全大局而支持
財政預算案。
然而，此並不表示民建聯支持預算

案中所有細項，因此，假若說支持預
算案即等於支持調升長者綜援申領年
齡，此說法未免令人感到不公道的。

兩年來要求擱置無回音
過去兩年，我們和地區長者到過立

法會請願，遞信予當年署任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蕭偉強，表達了我們的不
滿。不但如此，本人亦在2017/18年度
的施政報告辯論中強調此政策「實在
非常錯誤」，並在同年的《撥款條例
草案》二讀辯論中，也再次表達對調
高長綜申領年齡及鼓勵年輕長者就業
支援工作的不滿。
民建聯多次反映意見，政府仍無動

於衷，本人遂於去年4月，再次向立法
會提出質詢，除了再次查詢政府會否
考慮把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維持在
60歲外，亦要求政府解釋當局將如何
支援60歲至64歲長者，可是，回覆結
果依然令人失望。
長者之所以要領取綜援，背後必有

其原因。可是，政府不但沒有盡力幫
助他們，還透過政策削減他們的福
利，這無疑是向窮人開刀。假如政府
對民意充耳不聞，繼續一意孤行，不
但令市民大失所望，林鄭特首艱苦經
營建立的良好形象必將蕩然無存。政
府必須審慎三思，立即擱置調高申領
長者綜援年齡至65歲計劃。

■立法會議員 梁志祥
（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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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建議針對美
容和健身服務消費合約訂立冷靜期，適
用於任何涉及3,000港元或以上的預繳美
容或健身服務合約，有人擔心不良商戶
或會通過「拆單」形式規避。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昨日表示，政府在
法律條文上會作出清晰界定來堵塞漏
洞，又強調日後倘有其他行業「鋌而走
險」，政府會考慮擴大規管範圍。
邱騰華昨日指出，政府建議法定冷靜
期適用於涉及3,000港元或以上的合約，
是因為過往涉及威嚇性的不良營商手
法，90%的投訴都涉及3,000元以上的合
約；涉及健身和美容行業的投訴，30%
和25%之上的情況均涉及高金額，如4
萬元至超過100萬元，小額的比較少。
就有不良商戶可能會「拆單」來規
避，他表示，政府可以在法律條文中去
界定，如有人在同一日內簽了很多張相
同、類似的單，已等同一張超額的單。
被問及不良商戶或會誘使消費者分開
兩三天簽單，邱騰華說：「第一，消費
者自己都會很清楚。第二，如果多於一
天，回家時和家人商量後，能夠回轉的
情況會多很多。這兩方面我們希望可以
在諮詢期多聽大家的意見，目的都是希
望令新法例能切實可行，做到想做的目
的。」

若其他行業出事 或擴規管
政府現時建議的法定冷靜期並不包括時光共
享、電訊業、網購、美甲等預繳式消費行業，邱
騰華表示，政府無意在所有行業都加入冷靜期規
管，只是針對有廣泛投訴，且涉及較大金額的行
業。過去5年接獲的投訴中，有77%都屬於美容
和健身服務消費合約，更集中在連鎖式或大型商
舖，故政府建議以該兩個行業作為規管的起點。
他指出，會透過法例條文，糾正不法商人透過
豁免服務逃避法律追究。日後，倘有其他行業鋌
而走險，政府也會考慮擴大規管範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兩名港男到日本北海道旅遊

熱點富良野滑雪場滑雪，卻因滑

雪板損毀無法下山，兩人被迫於

零度以下低溫、漫天風雪的野外

高山急挖雪洞保暖求生，幸兩人

滑雪期間曾「打卡」拍下照片上

傳給朋友，當地救援人員據此收

窄搜索範圍，昨晨終將兩人救離

險境。

通宵被困雪山兩名港男分別45歲及
57歲。被尋獲時仍然清醒，健康

並無大礙，僅其中一人身體較虛弱。
據當地傳媒報道，兩人由救援直升機
吊起送往安全地點，但未有透露需否送
院治理。

深夜未返旅館 職員報警
據悉，兩名事主是於早前相約到日本
北海道富良野滑雪場旅遊兼滑雪，下榻
於三峰山十勝岳一間旅館。
當地傳媒報道，上周六（19日）兩人
離開旅館往滑雪，但直至當地時間深夜
11時仍未折返，旅館職員恐其發生意
外，報警求助。
日本警方及救援人員立即展開搜索，
並多次致電兩人手機，卻疑因位處高
山，通訊不良，電話接通卻無人接聽。
救援人員追查兩人最後發出訊息位置
時，發現兩人曾在山中拍照「打卡」，

並上傳給友人分享。救援人員據此收窄
範圍集中搜索，終在早上7時40分，於
海拔約1,866米高的雪山中尋獲兩人，
並召直升機將兩人救離險地。

滑雪板損毀 無法行落山
經了解，原來兩人在高山滑雪途
中，其中一人的滑雪板損毀，因積雪
太厚，無法步行落山而受困。由於身
處氣溫在零度以下、漫天風雪的野外
高山無處藏身，又無飲食，兩人為保

暖求生，急中生智而挖出雪洞作臨時
避難所，藏身洞中避免體溫過低，捱
過通宵終獲救。
就兩名港人在北海道滑雪時失蹤後獲

救一事，香港入境事務處已即時透過外
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公署）及中國駐
札幌總領事館（總領館）了解情況。
入境處至今並未接獲相關求助，會繼

續與公署及總領館保持密切聯繫，留意
事態發展。入境處又呼籲在外香港居民
如需協助，可致電(852)1868的入境處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的24小時
熱線求助。
富良野滑雪場是北海道第三大滑雪

場，滑雪場可遠眺雄偉的大雪山連峰、
包括高達海拔2,077米的活火山主峰
「十勝岳」。
春夏季節會有不少登山愛好者來訪，

而進入秋冬雪降季節，則變成滑雪勝地，
吸引不少外國遊客前來滑雪及浸溫泉。根
據當地天氣報道，富良野近日氣溫僅約攝
氏零下7度，多雲，間中下雪。

踏入秋冬季節，不少港人喜到
外國滑雪場滑雪，兼享受在港難
得一見的雪地美景。但冰天雪地
下往往危機四伏，事前必須詳細
了解當地天氣情況，並作好萬全

準備，一旦遇上突發情況，便不會因慌張而不知
如何保命。
據野外求生專家表示，到外國賞雪、特別是滑

雪，事前一定要確保身體能夠應付，滑雪路線亦要
預先規劃好，減少迷路被困風險。
抵達滑雪場，要留意當地天氣及場地的最新情

況，若遇上大風雪便要果斷取消行程，免因遇上暴
風雪或雪崩而出意外。
滑雪切忌單獨行動，一定要有同伴同行，若無
則要邀請當地嚮導或教練作照應，滑雪前應將滑
雪路線告知旅館職員或親友，方便遇意外時救援
人員知悉地點。出發前要檢查好滑雪裝備，穿上
鮮色及足夠保暖的衣物，並帶備有GPS及上網
功能的手機、地圖、足夠高熱量食物等，以防一
旦迷路被困期間能求救及保命。
若遇上意外被困雪地荒野，應盡快尋找巨石、
大樹底、山洞、山中廢屋等地方避寒，若無則可
挖雪洞藏身，以避免直接受風雪吹襲，要盡量保
持身體郁動、或與同伴互相依偎保暖，以延緩身
體失溫而死亡。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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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人員冒大風雪登山搜救失蹤兩港漢。
電視截圖

■大批救援人員冒風雪
出發搜救。 電視截圖

■受困港漢由直升機吊
離險境。 電視截圖

不應向窮人開刀
「長綜」年齡勿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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