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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珠峰勇士返港
傳揚獅子山精神

香港第七位登上珠穆朗瑪峰、第

四位由南坡經典路線登上珠峰的香港

人、現年38歲的物理治療師吳俊霆

25日晨凱旋返港。吳俊霆向傳媒表

示，上一次港人經南坡登上珠峰已是

2009 年，今年正值香港回歸 20 周

年，他選擇由南坡登峰，除挑戰自

己，亦向回歸20周年獻禮。吳俊霆

說，獅子山下是一班追夢者，香港精

神是勤奮、不偏不倚、問心無愧、盡

力做好自己，希望此次登頂珠峰給香

港人帶來信心，“重新追夢，默默耕

耘，問心無愧地實現它。我好相信，

未來在回歸40周年時回望20周年，

一定會更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

■■吳俊霆在珠峰展示香港吳俊霆在珠峰展示香港
區旗區旗，，他說他說，，成功登頂珠成功登頂珠
峰是向香港回歸祖國峰是向香港回歸祖國2020
周年獻禮周年獻禮。。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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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俊霆：成功圓夢世界之巔 港人追夢明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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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公務員加薪惆悵 低層想追通脹 濠江快訊濠江快訊
第8屆國際基建論壇周末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第八屆國際基礎設施投

資與建設高峰論壇”將於6月1至2日在澳門威尼斯人舉辦。
據介紹，為了配合“一帶一路”建設的新形勢，今年主題為
“共建多元創新、產業聯動、可持續的基礎設施”。論壇邀
請8個葡語國家多位中高層政府官員參會，期間將舉辦系列
項目推介會、圓桌會、商務洽談會等。

赴英旅遊第一級旅遊警示生效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危機處

理辦公室24日晚發佈公告稱，鋻於近日英國的安全形勢，向
赴英國的澳門居民發出第一級旅遊警示。危機辦在公告中提
醒計劃前往該地旅遊或已身處該地的澳門居民應注意人身安
全，並建議提高警覺，留意局勢發展。

公務員公積金管理費進一步調低
香港文匯報訊據澳門電台報道，澳門退休基金會行政管

理委員會主席楊儉儀稱，公務員公積金制度的管理基金主要
採階梯式收費，2015年已由 2007年公積金制度出台的百分
比調低 25%，並將進一步調低 43%，楊儉儀稱，希望透過
調低管理費，幫助公務員減少相關支出，等同增加收入。

減排漸見效
珠三角空氣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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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俊霆諧音“唔准停”，他笑言自己注
定勞碌命，“攻頂”珠峰是他20年來

的夢想。上月12日，他連同兩名腎移植康
復者黃炎華及陳國明一同前往尼泊爾挑戰
珠峰。

氧氣帶不足稍有差錯致命
“山上的日子很漫長，長期異常寒

冷，攀山者亦陸續出現高山症反應、腦水
腫、肺水腫，一個接一個地登上救援直升
機被迫離開。”吳俊霆說：“通常珠峰5月
8日至5月底，是一年中唯一一段‘打開
門’讓登山者進入的時段，其他時間則好
誇張、好惡劣。”吳俊霆抓住機會，於本
月18日晚上穿過經常有雪崩危險的坤布冰
瀑到達“攻頂”起步點4號營地，21日晚近
10時正式起步“攻頂”。當晚整個4號營地
約100人一同攻頂，吳俊霆與曾燕紅兩人排
在隊伍的最後。

海拔高、溫度低、每日十幾次雪崩，

“攻頂”珠峰死亡率達5%至10%。吳俊霆
原本僱用兩名雪巴人(當地嚮導)，其中一人
背着4支氧氣，在海拔8,300米時出現高山
症反應，吳俊霆擔心他而讓他自行下山，
自己與另一名雪巴人繼續“攻頂”，兩人
身上合共僅得4支氧氣。
“攻頂”的路只有一條，所有人都排

隊沿主線向上走，但因天氣太冷，隊伍進
度緩慢，吳俊霆與雪巴人決定脫離攀山主
線，獨力去攀沒有保護的雪壁，結果由隊

尾趕超至前10名。
凌晨5時59分，吳俊霆與雪巴人終登

上珠峰山頂，成為當晚第十名登頂者。
“上到頂突然哭出來，是身邊人的支持，
讓我完成20年來的夢想。”

每走5步便“癱掉”一次
上山用了8小時，下山卻用了10小時。

整整18小時，吳俊霆沒喝水沒吃飯，且中途
有100次失足跌落懸崖，都靠雪巴人死命拉

回。“但最致命的還是氧氣不夠，大部分人
用3支氧氣攻頂，我用1支上山1支下山，最
後在海拔8,300米時氧氣用盡，我與雪巴人
最後每走5步便‘癱掉’一次。”
“尚幸永遠有奇跡，最後有另一名雪

巴人經過，將整支氧氣送給我，讓我恢復
力氣，終成功回到4號營地。”吳俊霆說：
“爬山令我整個人改變。”他寄語所有人
都應追求夢想，再現生命之彩，將生命盡
情發揮，不要平庸度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文華）
這次與吳俊霆一同登頂的還有兩名
腎移植康復者，分別是50歲的黃炎
華及58歲的陳國明。兩人在吳俊霆
帶領下，成功挑戰海拔5,362米的珠
峰基地營，希望藉此感謝器官捐贈
者給予他們再生機會，並呼籲市民
支持器官捐贈。

黃炎華25日表示，為能挑戰珠
峰感高興，“是捐贈者與捐贈者的
家人，讓我有站在這裡的機會。”
陳國明則鼓勵器官受捐康復者積極
走出來，重投社會。
黃炎華31歲時確診為末期腎衰

竭，2002 年接受換腎手術得以保
命。作為長期病患者，在環境惡劣
的情況下較普通人更易染病且康復
速度慢。他說，當時爬到海拔3,800
米時兩人有些感冒，只能暫時入營
休息一晚，略有耽誤時間，但之後
逐漸適應環境。

陳國明則 20年前患上慢性腎
病，7年前腎衰竭，靠腎移植續命。
他指，自己平時有運動，跑馬拉
松、參加毅行者等，但“今次任
務更加艱巨”，是難忘的經驗，
“從未試過有器官移植人士做過

這種事，具突破性。”他鼓勵所有
器官移植康復者積極走出來，重投
社會，更希望為香港器官捐贈注入
正面的強心針，讓更多人關注及支
持器官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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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健文）港珠澳
大橋香港段工程爆出混凝土測試涉嫌造假事
件，令人關注大橋安全問題。香港特區政府
官員25日在記者會上多次強調，服務供應
商懷疑未有在特定時間進行測試而調整測試
器材時間一事，對大橋質量沒有實質影響，
當局已採取一連串跟進措施，確保工程品質
及安全，而至今未發現任何不安全情況，大
橋通車時間亦不會因多做檢測工作而受影
響。但他們承認，由於香港廉政公署仍在進
行調查，他們至今未掌握大橋哪些部分的混
凝土有問題。

供應商認員工調整測試日期
港府25日舉行記者會，就大橋爆出混

凝土測試涉嫌造假事件解畫，並詳述相關跟
進工作。香港發展局局長馬紹祥、署理運輸

及房屋局局長邱誠武、路政署署長鍾錦華及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林世雄均有出席。

林世雄講述事件經過時指出，去年7
月，負責監督涉事試驗所的土木工程拓展署
人員在檢查混凝土磚測試報告中，發現有試
驗報告所顯示的時間不尋常，遂展開調查，
並責成服務供應商提交報告解釋。其後，服
務供應商承認部分員工曾調整測試器材所顯
示時間，以符合測試標準的時限要求。

他解釋，一般來說，混凝土磚的設計
強度是以量度它在28日達到的強度作為決
定合格與否的標準，而測試28日磚需在28
日正負8小時內進行。他們懷疑有人遲了做
測試，調整器材內時間，令測試看似在既定
時間完成。他續說，因混凝土的強度隨時間
增長，但到達接近28日的後期，強度的增
長率會大為減慢，30日的強度和28日的強

度相差輕微。因此雖然部分測試時間遭調
整，但他們認為對測試結果影響不大，對大
橋工程的混凝土質量亦沒有實質影響。

懲處涉事公司諮詢法律意見
他指出，事發後已即時採取措施防止

同類事情再發生，惟因涉不當行為，遂將事
件轉交廉署跟進。直至上周四廉署通知他們
混凝土樣本或涉掉包而出現問題，他們亦即
時加強監管措施。被問及會否對涉事的嘉科
工程顧問公司作出懲處，林世雄表示，現正
諮詢法律意見，會再作跟進。

鍾錦華則指，路政署於上周五得悉事
件後，立即採取行動，就涉事期間建造工程
有可能涉及的範圍，包括橋身、橋墩、樓
房、隧道結構等進行結構目測檢查，結果確
認整體結構正常，沒有發現任何異常跡象如

結構裂紋。至於涉事期間所建結構物的所有
關鍵位置，現正進行“打石屎槍”測試，到
目前為止，測試結果顯示全部符合要求，有
關測試仍在進行中，目標是在下月底前完
成，若出現未符合要求情況，將進行更深入
的結構取芯測試。

■兩名腎移植康復者黃炎華（左）和陳國
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馬紹祥和邱誠武等在記者會上解釋大橋情
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港珠澳大橋測試時間造假港珠澳大橋測試時間造假 質量無礙質量無礙

公安司警聯手破11年前兇殺案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澳門司法警察局24日宣

佈，在國家公安部和相關省、市刑偵部門的協助下，偵破一
宗發生於11年前的兇殺案，涉案的兩名內地男子先後在吉林
省和廣東省被捕。據了解，案發於2006年4月24日，一名22
歲陳姓澳門理工學院內地女學生被勒死於新安花園一單位
內，澳門警方追查出兩名疑兇，但當時因刑事鑒定技術所限
未能鎖定二人身份。直至2015年，司法警察局刑事技術廳重
新對案發現場檢獲的證物進行DNA復檢，並把DNA資料送
交內地公安部進行比對，最終成功抓獲兩名男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寶儀）
香港公務員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上
周四公佈各級公務員加薪幅度，
高、中及低層公務員薪酬加薪幅度
分別為1.82%、2.44%及1.38%。公
務員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25日開會
確認薪酬趨勢調查結果。出席會議
的4名職方代表均確認報告，其中
華員會表示，有保留地確認。不
過，香港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認為，
高層薪金級別指標極度偏低，決定
杯葛會議，拒絕確認調查。

約見局長表達訴求
低層公務員薪酬趨勢淨指標僅

1.82%，依照慣例，中、低層公務

員升幅將劃一。第一薪級公務員評
議會職方主席林榮松25日在會後表
示，經討論後，對調查計算方法釋
疑，雖然加薪幅度未如理想，但決
定尊重調查機制確認結果。

他續說，希望局方考慮加薪其
他五大因素尋找調整空間，他於26
日約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張雲正表
達訴求，期望加薪幅度與未扣減遞
增薪點前總指標3.78%相若，能追
回通脹。

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主席黃錦
沛指出，調查公平公正、具公信
力。他續說，坊間對調查的質疑是
基於不了解，他指調查事前曾進行
多次精確及專業會議，強調職方期

望與調查有別，不代表調查有誤。
他認為，委員會調查結果不能

與坊間團體薪酬調查相提並論，因
後者主要調查基本薪金，但前者不
單計算基本薪金，亦計算僱員總年
收入，包括浮動薪酬變動。

杯葛會議的高級公務員協會發
表聲明表示，拒絕確認報告，認為
薪酬趨勢調查所用方法有局限性，
沒有納入私人機構內透過內部晉升
及職位轉變的薪酬調整數據，對調
查能否可靠反映私營機構情況成
疑。

協會要求高層薪金級別實質加
幅不應少於去年薪酬調整幅度（即
4.1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香
港科技大學科研團隊獲資助，研發
出一套空氣淨化系統，經廣州呼吸
疾病研究所認證，可以殺滅空氣中
99.999%細菌及病毒，包括流行性
感冒（H1N1、H3N2）、腸病毒71
型，以及兩年前於中東及亞洲引致
數以百計死亡個案的中東呼吸綜合
症冠狀病毒。有關技術已被應用到
家居空氣清新機，去年9月推出市
場。團隊正與香港醫院管理局商
討，嘗試把當中的微膠囊液混入洗
衣液，以清潔窗簾，測試一分鐘內
可否殺滅所有病菌。

目前市面一般空氣清新機過濾
網只能隔塵，細菌仍可在網面繼續
滋生。科大工學院副院長（研究及
研究生教務）楊經倫指，該校研發
的新系統，採用塗有微膠囊液的多
層抗菌過濾網，當空氣穿過過濾網
時，微膠囊液中所含的殺菌劑，不
但能殺死空氣中的微生物，更可緩

慢並持續地釋放消毒
劑，淨化及消滅空氣中
的細菌。此外，帶有抗

依附特性的塗層，可防止細菌黏附
於過濾網表面，減低微生物滋生及
生物膜形成的機會，而微膠囊殺菌
劑有效期最長達可達18個月至24
個月。

新技術已於去年9月應用到家
居空氣清新機並推出市場，市價約
2,000港元至3,000港元。至今年3
月，能殺滅更多細菌及病毒的更新
版亦已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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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粵港澳珠
江三角洲區域空氣監測網絡25日發佈2016
年監測報告，指珠三角去年空氣質素持續
改善。去年二氧化硫和可吸入顆粒物年均
值，較前年分別下降8%和6%。雖然二氧
化氮年均值較前年上升6%，但與2006年
相比卻下降24%，顯示儘管有短期波動，
但長期下降趨勢明顯。報告反映近年粵港
澳推行的減排措施，已對珠三角區域整體
空氣質素帶來改善。

監測網絡由位於廣東省、香港和澳門
23個空氣監測站組成，監測二氧化硫、二
氧化氮、臭氧、可吸入顆粒物、細顆粒物
及一氧化碳6種主要空氣污染物。去年二
氧化硫和可吸入顆粒物年均值，分別較
2006年下降74%及38%。粵港澳三方監測
網絡2014年9月完成優化後，新增的細顆
粒物和一氧化碳2016年年均值比去年分別
下降9%及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殷翔）佳
士得香港由26日起至31日舉行春季
拍賣周，逾3,000件世界頂級藝術
品、珍寶和佳釀匯聚會展中心，合
共價值數十億（港元，下同），包
括估值近4,000萬元的哥倫比亞天然
祖母綠鑽石項鏈、逾2,000萬元的清
雍正粉青釉貼花雙龍盤口尊、約
5,000萬元的居法抽象油畫大師趙無
極作品《29.09.64》，及多幅預計拍
賣價達2,000萬元的張大千名作與
宋、清古畫等。佳士得並預展將於7
月在倫敦拍賣的系列古典名畫，包
括畢卡索名作《寫作的女子》等，

更是張張名畫均價值逾億元。
是次最引入注目的藝術品，首

推抽象油畫大師趙無極作品
《29.09.64》。該幅高 2.3 米、寬
3.45米的巨畫，是趙無極以高超西
方抽象油畫技法，顯現東方藝術家
“天地玄黄”的宇宙觀。翱翔天地
的精微線條和色彩，看似無跡可
尋，卻處處可見無垠天際的奇光幻
彩，無邊大地流淌的渾厚沉寂，當
中雜亂而蓬勃的生命力充斥天地，
是東西方文化藝術相互衝擊、匯聚
的經典之作。

中國近代繪畫史，少不了國畫

大師張大千，是次拍賣其名作《仿
敦煌南無觀世音菩薩》，線條飄逸
着色鮮明，極為精緻，敦煌神韻躍
然紙上。

■趙無極名畫《29.09.64》。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30003000珍品春拍珍品春拍 趙無極張大千傑作矚目趙無極張大千傑作矚目

■成功登上珠峰的港人吳俊霆25日返港，抵達機場時獲
親友贈送鮮花祝賀。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