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次攪珠日期：10月19日(星期六)

10月17日(第19/116期)攪珠結果

頭獎：$42,731,540 （2注中）

二獎：$1,061,030 （6注中）

三獎：$93,530 （181.5注中）

多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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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月票客
獲賠現金券

警協倡肇慶「香港城」買樓養老
擬夥華員會為公務員團購 畀同袍退休多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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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會見崔玉英
冀續做好委員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10月16日，中
聯辦主任王志民在辦內會見了福建省政協主席崔
玉英一行。
王志民對崔玉英一行的到訪表示歡迎，並感謝
福建省政協和有關部門對中聯辦工作的大力支

持，希望福建省政協繼續做好港

區閩籍委員的引導工作，鼓勵他們充分發揮雙重
積極作用，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有
效施政，全力支持香港警隊依法恢復秩序，為維
護香港繁榮穩定作出積極貢獻。
中聯辦副主任陳冬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會

見。

■王志民會
見福建省政
協主席崔玉
英。

中聯辦
網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大灣區安老漸成大趨勢，香港警察隊

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前日向會員發信表示，有見香港公務員退休後面

對住屋問題，加上「粵港澳大灣區（肇慶）特別合作試驗區」帶動下，

協會有意聯同香港政府華員會以團購概念，為公務員在肇慶買樓養老。

其中，鄰近高鐵肇慶東站的特色社區，將打造成「肇慶香港城」，提供

各種生活所需元素，工會將與發展商磋商團購優惠。公務員事務局回應

指，一般而言，如公務員以私人身份索取折扣，而該折扣並非只提供予

公務員，雙方又無公事往來，公務員可獲有關折扣，否則需要向相關部

門首長申請特別許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顏晉傑）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問
題，公立醫院服務需求持續增加，但醫護人手的流失問
題持續，醫院管理局港島東醫院聯網原計劃在新工作年
度開始，24小時全天候為患心肌梗塞病人提供俗稱
「通波仔」的緊急冠狀動脈介入治療，但由於聯網去年
多名心臟科專科醫生離職，項目預料要延遲兩年，待聯
網內年資較淺醫生完成培訓後才能開展。
港島東醫院聯網昨日公佈2019/20年度工作計劃，聯

網總監陸志聰明言，維持人手穩定是聯網面對的主要挑
戰之一，透露去年的醫生和護士流失率分別達5.9%及
6.6%，當中不少是資深醫護，而心臟科的醫生流失情
況更影響了原訂2019/20年度推出的新服務計劃。
陸志聰在今年初曾表示，計劃在2019/20年度推出
24小時「通波仔」手術，律敦治、瑪麗、東區及葛量

洪四間醫院心臟科醫生會合作，組成團隊輪流當值，在
有需要時即時為病人提供「通波仔」治療。
推行有關計劃需要最少8名心臟科專科醫生，但港島
東醫院聯網去年有多名心臟科專科資深醫生離職，東區
醫院及律敦治醫院現時合共只剩3名顧問醫生及兩名副
顧問醫生。
陸志聰表示，聯網雖然會嘗試向外招聘，但認為成
功機會不高，有關服務可能要順延兩年，待幾名正接受
培訓的現職醫生取得專科資格後才能開展，若期間再有
醫生離職，服務可能要順延更長時間。
不過，陸志聰指有關計劃涉及在東區醫院增設1張心

臟加護病床的措施會按原定計劃進行，而該院在12月
亦會新開一間提供20張病床的血液腫瘤科病房，聯網
的病床數目新一年會增加約70張。

港島東公院缺人 24小時「通波仔」延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港鐵近日成為
暴徒的破壞目標，服務一度因為車站設施受
損嚴重而全線停駛一整日，港鐵表示會為受
影響的「全月通加強版」的乘客提供100元現
金購物券作賠償，而「港鐵都會票」持有人
餘下車程的有效期亦延長40日。
大批港鐵月票持有人早前紛紛因為港鐵列

車全線停駛而要港鐵作出賠償，港鐵昨日表
示會作出特別票務安排，持10月份「全月通
加強版」的乘客在10月25日至下月7日續購
11月「全月通加強版」時，可獲發兩張分別
價值50元的港鐵車站商店購物現金券。
港鐵並表示，若本月的「全月通加強版」
持有人決定不繼續購買11月「全月通加強
版」，他們亦可於下月8日至22日期間，到
各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登記，經核實後同樣可
以獲得合共價值100元的購物券。
另外，港鐵因應近日的服務調整而延長

「港鐵都會票」使用限期，「港鐵都會票」
持有人可以前往各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登記，
港鐵公司會根據現行機制處理相關申請，經
核實後延長車票餘下車程有效期40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何文
田浸信會幼稚園，及沙田的聖母無
玷聖心幼稚園爆發腸胃炎，分別有
26名及20名學童染病，一名5歲男
童需入院接受治療，現時仍留醫仁
安醫院。
何文田浸信會幼稚園的爆發個案

涉及學童共14男12女，年齡介乎兩
歲至6歲。他們自本周三(16日)起陸
續出現發燒、嘔吐、腹瀉及腹痛。
當中14人曾求醫，其中一名5歲男
童仍留醫仁安醫院。全部病人情況
一直穩定。

聖母無玷聖心幼稚園的爆發個案
涉及學童共10男10女，年齡介乎3
歲至4歲。他們自上周三(9日)起陸續
出現嘔吐及腹瀉。當中16人已求
醫，其中一人入院接受治療後已出
院。該名入院學童的糞便樣本經化
驗後，證實對諾如病毒呈陽性反
應。所有病人情況一直穩定。
衛生防護中心人員已到該兩間學

校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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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注重個人和環
境衛生，並對學校進行醫學監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油蔴
地天主教小學爆發手足口病，衛生
署衛生防護中心表示，該校19名學
童(14男5女，年齡介乎6歲至9歲)，
以及一名女職員自上周五（11日）
起出現發燒、口腔潰瘍和手或腳出
現紅疹等病徵，全部人均已求醫，
毋須入院。衛生防護中心的最新監
測數據顯示，本地手足口病活躍程
度正處於高水平。
衛生防護中心人員已實地視察該

校，建議所需的感染控制和預防措
施，並進行醫學監察。中心發言人
說：「手足口病是常見於兒童的疾
病，成人個案亦偶有發生，通常由
腸病毒如柯薩奇病毒及腸病毒71型
引起。臨床病徵包括手掌、腳掌，
以至身體其他部分如臀部及大腿，
出現斑丘疹或水疱，口腔亦可能出
現水疱及潰瘍。亦有病人主要在口
腔後部出現疼痛潰瘍，即疱疹性咽
峽炎，而手腳沒有紅疹。」

兩幼園46童染腸胃炎

油蔴地天小20人染手足口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旺角通菜街被

揭發有固定小販攤檔出售翻版產品，海關前日
採取特別行動，在一個售賣侵權物品的固定小
販攤檔內，共檢獲約1,800件懷疑侵權物品，
包括手袋、錢包、筆盒、鑰匙扣及背包等，估
計市值約84萬元。行動中，海關人員拘捕一
名33歲的女負責人。
海關早前接獲舉報，指旺角有小販攤檔售賣
冒牌物品。在商標持有人協助下及經深入調查
後，海關人員前日掃蕩一個位於通菜街的固定

小販攤檔及其設於附近的樓上貯存倉庫，並檢
獲該批懷疑侵權物品。
海關表示，案件仍在調查中，會繼續加強巡
查和執法，遏止售賣侵權物品的活動。根據
《商品說明條例》，任何人銷售或為售賣用途
而管有冒牌物品，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
可被判罰款50萬元及監禁5年。根據《版權條
例》，任何人士銷售或為售賣用途而管有侵犯
版權物品，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
每件侵權物品罰款5萬元及監禁4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海關偵破今年
最大宗海路走私案，涉案貨物價值約2,000萬
元，主要貨品有USB外置記憶體、集成電
路、晶片等電子產品，另有78支總值約7,000
元的名牌鋼筆，惟7名涉案男子因熟悉地形，
最終乘快艇逃脫。
該批懷疑走私電子產品，共34箱，價值近
2,000萬元，包含145萬件集成電路（每件約
10元），1萬件USB外置記憶體，38萬件電
子零件等；另有 78支、總值約 7,000 元的
Montblanc名牌鋼筆。案件現時仍在調查中。
海關表示，10月初海關人員已注意該走私
集團，經過近兩周的觀察，執法人員於本周二
(15日)晚在東涌馬灣涌碼頭埋伏。當晚8時半
左右，一輛可疑七人車駛入碼頭，同時有一快

艇在海上接應，涉案者用滑梯每次只需兩三分
鐘就能將商品滑落快艇。海關人員上前採取拘
捕行動，惟涉案者立即跳上快艇逃去。經過一番
追截後，快艇越過西面水域，進入內地水域。
海關港口及海域科海域調查組指揮官梁耀文

表示，現確定至少有7人涉案，車輛及快艇司
機各1人，另有5人從事搬運。
他相信該走私集團十分熟悉附近地形，當時

天黑，海面有風浪，附近亦有許多躉船及障礙
物，執法人員追截快艇難度較高，最終7名可
疑男子以時速50海哩駛離現場。
今年1月至今，海關共破獲12宗涉及電子產
品的海路走私案件，總貨值達7,500萬元。本
案件是今年度檢獲物品價值最高的海路走私案
件。

小販賣冒牌貨 海關拘女檔主

海關檢值2000萬走私電子產品

■港鐵因應
近日的服務
調整而延長
「港鐵都會
票」使用限
期。
資料圖片

■東區醫院12月會新設血液腫瘤科病房。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攝

員佐級協會的信中指出，「肇慶香港
城」已進入實踐階段，第一期預計

2020年底落成，協會和華員會與發展商雅
居樂集團積極磋商，商討細節，並將以兩
會團購概念，盡量與雅居樂集團爭取「最
優惠價格」。

華員會：未知優惠詳細內容
華員會會長利葵燕接受傳媒查詢時表
示，不知道優惠詳細內容，但估計爭取優
惠價格，與本港買家欲購數個樓盤單位，
然後向發展商爭取折扣或減價的概念相
似，坦言項目「十劃都未有一撇」。
她續指，華員會至今角色都是以接收資
訊為主，就項目而言，只提供相關資訊讓
公務員了解內地安老的情況，並認為該項

目原意是吸引全港市民，不論公務員與
否，均提供一個北上發展或置業的機會。
翻查資料，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曾於今年

5月率團出訪肇慶，當地官員曾向她介
紹，建設一個面積8平方公里的肇慶「香
港城」，建築面積預計達500萬平方米，
其中三分二為住宅，亦包括醫院、超市等
港式社區配套。今年8月公佈，雅居樂集
團投資300億元在肇慶新區打造「香港
城」項目。

雅居樂：細節有待協商
雅居樂表示，集團與肇慶市政府在2018

年年底開始洽談，其後簽署意向投資協
議，在多元化的項目內，建設一個具有香
港體系特色，適合社會各階層人士退休生

活的特色小區，而銷售對象是各階層人
士，當中包括但不限於香港退休公務員，
如消防救護人員、警務人員等。
目前雅居樂與肇慶市政府就合作條件及

細則仍在接洽溝通之中，細節有待進一步
協商。

非公僕同享折扣 符合法規
公務員獲買樓優惠有否違法？公務員事

務局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不評論
個別個案，並指出《防止賄賂條例》第三
條訂明任何人員，包括政府受薪公務員，
未得行政長官一般或特別許可不能索取或
接受任何利益，但行政長官就執行有關條
例頒佈了《接受利益(行政長官許可)公
告》，詳細訂明公務員以私人身份可以接

受的利益。
根據相關《公告》，一般而言，如公務

員以私人身份索取或接受商人或公司提供
折扣，而該折扣並非只提供予公務員，而
是其他非公務員人士亦可按照同等條件享
有該等折扣，以及該公務員與有關商人或
公司並無公事往來，公務員可獲一般許可
接受有關折扣，否則需要向相關部門首長
申請特別許可。
公務員如以員工協會或同樂會成員身

份，索取或接受商人或公司給予該員工協
會或同樂會提供的折扣，如其他組織，即
例如其他私人公司的員工同樂會，也可按
照同等條件享有折扣，而該公務員與有關
商人或公司並無公事往來，便無須申請特
別許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2019年區議會一般選舉提名期於10
月4日展開，為期兩周，至昨日下午
5時結束，全港十八區選舉主任共接
獲1,104份提名表格。經選舉主任審
核及確認獲提名人士的資格後，獲
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名單將於憲報刊
登。
選舉管理委員會將在10月24日

（星期四）晚上8時，在大嶼山香港
國際機場亞洲國際博覽館為候選人
及其代理人舉辦簡介會。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法官將

主持簡介會，向候選人及其代理人
介紹選舉活動指引的內容、選舉安
排及在進行競選活動時應注意的重
要事項。廉政公署的代表亦將於會
上講解《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香港郵政的代表則會講解
免費投寄選舉郵件的安排及相關要
求。選舉事務處和律政司的代表亦
會出席。
簡介會前會進行抽籤，決定候選

人在選票上的排列次序，以及分配
展示選舉廣告的指定位置。
全港十八區共有452個選區。如

選區內有超過一名候選人獲有效提
名，便須於11月24日（星期日）進
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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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
娥5月出訪
肇慶與當
地官員交
流「大灣
區」協作
計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