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城發生驚險火燒車意
外。昨午12時許，一輛私家
車沿太子道西往黃大仙方向
駛至近福佬村道之際，車頭
突然冒出燶煙，48歲姓劉女
司機停車欲作了解時，車頭
已經着火焚燒，引擎噴出火
舌，劉見狀大驚，打開車門
逃出及報警，附近車輛及途
人紛紛走避。消防員趕至射
水灌救，約10分鐘將火救
熄，惟車頭已嚴重焚毀，幸
未有造成傷亡；消防員經初
步調查，相信火警無可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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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賣走塑見效 省240萬套即棄餐具

「獨人」稱遇襲 報完警又「唔追究」
梁金成指河畔飲啤酒突被三四人持藤條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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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政府統計處昨日發表的最新勞動
人口統計數字顯示，今年5月至7
月的失業率為2.9%，較4月至6月
微升0.1個百分點；同期間就業不
足率則維持於1%不變水平。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示，在維
持不變一年多後，失業率微升0.1
個百分點但仍屬於低水平。
他續說，部分行業的人力供求

情況保持大致穩定，但由於消費
市道持續偏軟，零售、住宿及膳
食服務業合計的失業率較上一個
期間為高；而在貿易往來減少
下，進出口貿易業面對的壓力增
加，其失業率自年初起大致上
升。
5月至7月的總就業人數較4月
至 6 月減少約 3,300 人至 387 萬
人，同期間失業人數增加約4,200
人至11.8萬人，就業不足人數則
減少約500人至40,700人。與上一
個期間比較，各行業的失業率變
動不一，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有
相對明顯的上升。各行業的就業
不足率亦變動不一，但幅度大致

輕微。
展望未來，羅致光指由於經濟

在未來數月料會繼續疲弱，本地
勞工市場將無可避免面對更大壓
力，政府會密切留意勞工市場的
情況。勞工處將於10月3日及4日
在樂富廣場舉行「中高齡就業新
里程招聘會」，並於10月29日及
30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行「青春
試翼創新天招聘博覽會」。

顏汶羽促增內需穩經濟
民建聯人力事務副發言人顏汶

羽認為，失業率調頭向上是為香
港經濟敲響了警號。他指香港是
外向而開放的經濟體，受中美貿
易戰及近期香港一連串社會運動
影響下，香港經濟已展下滑的勢
頭。顏汶羽促請政府盡快為下滑
的經濟止血，增加政府開支、加
快推展各大工程基建及刺激本地
消費，增加內需，穩住經濟。
他說：「香港亂象已直接影響
市民生活，亦令消費市道疲弱，
社會各界應向暴力說不，停止亂
象，以免金融風暴重現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為鼓勵市民「外賣走塑、餐具先
行」，環境運動委員會、環境保
護署與餐飲業界早前合辦推廣活
動，最終兩階段活動合共節省240
萬套即棄餐具。環保署表示，正
就管制即棄塑膠餐具進行研究，
以制訂適用於香港的長遠方案，
預計於明年內完成。
環運會和環保署於今年6月中開

展為期兩個月的第二階段推廣計
劃，與全港近700間大小食肆包括
連鎖快餐店、茶餐廳、中式酒
家、西式餐廳及咖啡室等合作，
鼓勵市民自備可重用餐具，不取
用即棄餐具，以減少製造一次性
塑膠廢物。此階段活動已於本月
中結束，其間市民合共減少使用
約120萬套即棄餐具。
環保署提到，首階段先導計劃

是於去年11月至今年1月在三間
大型連鎖快餐店的全港分店網絡
推行，其間市民同樣減少使用約
120萬套即棄餐具，即兩階段合共
節省達240萬套即棄餐具。

環保署研管制即棄餐具
環保署指，正檢視是次計劃的

推行情況和運作經驗，並會繼續
與餐飲業界不同持份者保持緊密

聯繫，考慮進一步合作推廣減少
使用即棄塑膠餐具。該署亦正於
今年泳季在全港公眾泳灘推行
「走塑沙灘、餐具先行」運動，
鼓勵市民以紙飲管、木叉、紙餐
盒等，代替即棄塑膠餐具，以提
倡「走塑」文化，保護海洋。
環保署續指，長遠而言，環保

署正就管制即棄塑膠餐具進行研
究，包括參考其他國家或地區就
管制即棄塑膠的發展，研究有關
管制的需要和可行性，以制訂適
用於香港的長遠方案。有關研究
會一併考慮在餐飲業界推動減少
使用即棄塑膠餐具所獲取的經
驗，預計研究在明年內完成。

■「外賣走塑、餐具先行」活動
共節省240萬套即棄餐具。

環運會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光復上水」搞手、「港獨」活躍

分子、「北區水貨關注組」召集人梁金成，報稱前晚11時許，於沙

田城門河畔閒逛時，有三四名男子突現身向他撒粉末、用藤條鞭打

及圍毆，兇徒行兇時更出言恐嚇，警告他如果再搞事，「就唔係好

似今次咁！」離奇的是，梁報案後拒絕向到場警員提供詳情，又聲

稱不追究。警方一度列為「聲稱襲擊案」，至昨午重案組探員帶他

回警署助查後，改列「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及「刑事恐嚇」

案，交由沙田警區重案組跟進，暫未有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魏可楓）政府時常
呼籲市民乘搭扶手電梯時要緊握扶手，以策安
全，但扶手電梯每天人來人往，隨時會變成傳
染細菌的溫床。民建聯早前對中環半山19條扶
手電梯進行含菌量調查，發現堅道至摩囉廟街
一段扶手的總含菌量竟比起家用廁所板、一年
沒抹過的手機屏幕更骯髒，對市民健康構成威
脅。民建聯促請政府善用科技，為扶手電梯安
裝殺菌器，並且加強扶手電梯的清潔次數。
民建聯今年5月委託化驗所檢測半山至中環扶

手電梯扶手上的細菌量，昨日公佈化驗結果，
結果顯示，總細菌含量最嚴重的一段為堅道至
摩囉廟街的扶手段，其總菌量高達1,900 CFU
（Colony-forming Unit，菌落形成單位），比起
家用廁所板（1,200 CFU）及1年沒抹過的手機
屏幕（1,200 CFU）更為骯髒。
而位於商業區的皇后大道中至威靈頓街的扶

手段，含菌量達600 CFU；蘇豪區的士丹頓街
至伊利近街的扶手段，含菌量則達700 CFU。
19段扶手介乎10 CFU至1,900 CFU之間，民建
聯社區幹事莫淦森於接觸所有19段扶手後手掌
上的總菌量，亦比接觸前上升130倍。

民記促安裝殺菌器
民建聯建議政府與時並進善用科技，使用外

國研究的殺菌器「紫外線殺菌照射」（UVGI）
協助清潔，該裝置可以將扶手移動時的動能轉
化為電力，無需另外接駁外來電力。短期措施
而言，會向政府反映現存的細菌問題，並要求
政府加強清潔次數及相關措施。
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梯系統屬運輸署管轄的設

施，運輸署新聞組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運輸署委託機電工程署負責扶梯系統的操
作及保養，該署承辦商每天均會清潔扶手電梯

扶手帶及其他部分。為加強扶手帶的清潔衛
生，承辦商已增加清潔次數，運輸署會與機電
工程署繼續密切監察扶梯系統整體的清潔狀
況，包括扶手帶，以確保符合衛生標準。

中環扶手電梯含菌多過廁所板

■民建聯發佈半山至中環扶手電梯含菌量檢驗結
果。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魏可楓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俗稱「O記」的警方有組織罪案
及三合會調查科，今年初突擊搜查6個單位，檢獲大批軍火武
器，拘捕兩男1女。其中一名無業漢被落案控以無牌管有槍械及
彈藥罪，昨於西九龍裁判法院再訊，控方透露已證實其中4支
「長短火」為真槍，其餘尚待軍械鑑證報告，裁判官應控方要
求，將案押後至下月25日再訊，以待控方諮詢法律意見。被告須
繼續還柙看管。
案中被告為無業男子林靖峰、30歲，控罪指他於今年1月4日
在青衣聖保祿村，無牌管有3支長槍、1支短槍及多個子彈殼。
控方指除該4支「長短火」及逾百發子彈殼確認為真槍實彈外，

軍械鑑證報告尚未完成，尚有29件部件有待確認。控方在庭上透
露，涉案軍火經美國包裹寄來香港，而被告對槍械有一定認識。
裁判官應控方要求，被告繼續毋須答辯，案件押後至下月25日

再訊，以待更多化驗結果及控方諮詢法律意見，被告須繼續還柙
看管。

橫跨6行車線挨撞 心急男命危

「港獨」活躍分子、「北
區水貨關注組」召集人梁金
成聲稱遇襲，案件疑點重
重。據了解，事發後幾小時
有神秘人深夜向《蘋果日

報》報料指梁金成被打。記者當晚即致電
梁金成求證，他態度閃縮，在記者多番追
問下才承認遇襲。另外，警方接報到場，
梁金成卻拒絕提供資料並報稱不追究，一
味要求協助送院。在疑雲密佈的情況下，
「黃絲」據點連登討論區都不禁有網民質
疑是否「林子健事件2.0」。
有消息指出，警員接報到場向梁金成了

解事件，他竟拒絕提供資料，並表示不追
究，只要求送院治理，試問作為「受害
人」又為何要這樣「怕事」兼支吾其詞？
昨天早上，大部分傳媒得知事件，紛紛
到醫院採訪，梁金成聲稱是被藤條鞭打，
並向傳媒展示傷勢，可見有幾處地方有紅
腫，但有網民質疑，傷勢與早前有市民在
元朗站聲稱被藤條打的傷痕極不相似。此
外，梁金成又稱施襲者向他警告「不要搞
事」，惟翻查資料，所謂「光復上水」遊
行已是7月13日，即一個月前的事，令人
懷疑所謂警告怎會延遲那麼久？
整件事件疑點重重，不少網民都滿腹狐

疑，連登都有網民質疑是否「林子健事件
2.0」、「林子健釘書機重演？」民主黨成
員林子健前年報稱在砵蘭街被人擄走，並
遭人在大腿上釘了21口釘書釘，惟事後被
揭多個疑點，反被控報假案。裁判官最後
裁定，林在事件中「自編自導自演」，判
入獄5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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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微升0.1點 未來數月續受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港島昨午3小
時內發生兩宗涉及公共交通工具撞傷途人的車
禍。香港仔一名中年男子疑貪方便，棄用行人
天橋，冒險攀過路中石壆橫跨6條行車線過馬
路，遭駛至的一輛專線小巴撞至重傷命危，警
方事後拘捕涉案司機。另在柴灣一輛巴士落斜
路期間，疑失控衝前撞中前方埋站巴士再剷上
行人路，一名老翁走避不及被撞倒重傷，女車
長亦告輕傷不適，兩人同由救護車送院救治；
警方正調查兩宗車禍原因。
首宗車禍現場為香港仔海旁道。昨午12時
許，一名中年男子棄用附近行人天橋，冒險經
香港仔漁類統營處對開小路橫過馬路；當男子
順利越過西行往華富邨3條行車線後，攀越路中
高約1米多的分隔石壆，再準備橫過東行3條行
車線時，一輛51S專線小巴沿中線東行往隧道方
向駛至收掣不及，將男子撞至飛彈數米外重傷
昏迷，途人見狀報警，傷者隨後由救護車送院

治理。
被撞傷的男途人姓甘（53歲），送院時頭部

重傷昏迷，搶救後要轉往深切治療部留醫，情
况危殆。至於肇事專線小巴司機姓區（70歲）
男司機，則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
重傷害」罪名被捕扣查。

新巴剷行人路 翁挨撞重傷
另一宗車禍發生在昨日下午近3時，一輛694
號線新巴，沿柴灣道落斜往柴灣方向駛至東區
醫院對開時，女車長疑察覺剎掣失靈，大驚扭
軚閃避下，巴士失控衝前撞及前方另一輛正在
埋站上落客的8號線新巴，繼而再剷上行人路撞
毀一個巴士站指示牌。
現場消息指，途人當時見狀大驚爭相躲避，

惟有一名剛落車老翁猝不及防，當場被撞倒重
傷，肇事新巴車頭及車身多塊車窗玻璃亦告碎
裂，女車長同受輕傷。未幾警員及救護車到

場，迅將受傷老翁及女車長送院治理。受車禍
影響，現場交通一度受阻擠塞。
被巴士撞傷的男途人姓何（68歲），因頭部重

傷大量出血，須轉入深切治療部搶救，情况危
殆。至於肇事女車長姓胡（62歲），因頸部扭傷
不適，經治理後無大礙。新巴表示，公司已派員
到院跟進傷者情況，並會配合警方調查。

涉藏4支真槍 無業漢續還柙

■香港仔車禍中，男途人遭駛至專線小巴撞至重
傷倒地昏迷。 網上圖片

警方較早前回覆查詢時稱，前日（18
日）深夜11時30分接獲43歲姓梁

報案人稱，於沙田城門河畔近畫舫與人
爭執推撞，及後被三四名男子襲擊致背
部受傷，但身有酒氣的事主及後拒絕提
供資料，並報稱不追究，案件暫列作
「報稱襲擊」，交由沙田警區重案組跟
進。

長椅遺疑梁飲剩數罐啤酒
現場所見，河畔長椅上只遺有疑梁金
成飲剩的數罐啤酒。梁事後被送到威爾
斯親王醫院治理。根據梁提供的照片可
見，其背部有多條懷疑被藤條打傷紅
痕，且多集中在右背，另頭及手腳亦有
輕微紅痕，左耳部遺有小量白色粉末。
梁金成昨早8時許離開醫院，回家休
息。至下午，「北區水貨客關注組」在
facebook表示，有便衣探員於約下午1時
到梁金成住所，要帶梁到沙田警署調
查，暫未知原因，梁的律師正前往了解

情況。至下午近3時，梁在律師陪同下
到沙田警署助查。約兩小時後，梁以手
撐腰，由另一名「港獨」分子、「光復
元朗」遊行申請人鍾健平扶持一度步出
沙田警署外，讓守候的傳媒拍照，隨後
又返回署內。
警方晚上表示，經進一步調查，案件

改列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及刑事恐
嚇，交由沙田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
暫未有人被捕。

同黨稱施襲者達5人
案發後曾到醫院探望梁的鍾健平向傳

媒表示，梁金成事發時於沙田第一城對
開城門河畔閒逛，其間有四五名男子突
然出現，其中一人迎面向梁面部撒粉
末，其餘同黨立即以條狀物圍毆，梁倒
地後採取保護姿勢保護頭部。
匪徒之後以帶鄉音廣東話向梁警告：

「梁金成，你咪×再搞事，今次係一個
警告，下次唔會係咁。」

鍾健平續稱，梁金成身上有二十多處
懷疑是藤條造成的傷勢，當時有報警，
惟因梁只在住所附近閒逛，未有帶同身
份證，首批到場調查警員拒絕為他送院
檢查，令梁的診治被延誤，認為警方態
度不合作。
鍾健平又透露梁金成近日未被跟蹤，

亦未遭電話滋擾，但鍾懷疑事件是有組
織、有預謀的暴力警告，強烈譴責行兇
者的動機及所作所為。

■梁金成進沙田警署協助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梁金成提供聲稱受襲後圖片。

■梁金成送院時，頭耳仍殘留襲擊者投擲的
不明白色粉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