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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政府就垃圾徵費進行公眾諮詢，但具體的收費水
平則未有提及。環保署助理署長黎耀基稱，現階段不是討論垃圾
收費具體水平的合適時機，認為社會現時應 「聚焦」對政策的共
識，但認為收費不應 「雞毛蒜皮」，又不應定得太高，強調政策
並不是為政府 「賺錢」。有飲食界指，垃圾徵費對中小型食肆負
擔較大，認為政府亦應考慮以獎勵方式，鼓勵業界及市民於源頭
減少垃圾。

垃圾徵費茶餐廳壓力大
料每月二千元 增經營負擔【本報訊】針對有建造業判頭刻意

將僱員合約上的薪酬報細數，餘額以現
金支付，即俗稱的 「大細糧」方式，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稱此做法是變相
減少工人的強積金和工傷賠償，認為不
可取，呼籲工人遇到有關情況時舉報。
他謂目前未有投訴個案，若收到投訴，
局方會跟進，勞工督察巡視地盤時，亦
會在有需要時做調解和執法。

變相減少強積金
建造業總工會發現有判頭刻意將工

人僱傭合約的薪酬報細數，餘額則由判
頭每日以現金支付，即俗稱的 「大細糧
」。勞工及福利局對此表示關注，張建
宗指出， 「大細糧」的方式是利用法律
漏洞，令工人的強積金、工傷賠償減少
，認為出發點不可取，呼籲工人遇到有
關情況時盡快向勞工處舉報。另外，勞
工督察巡視地盤時，也會加緊留意，在
有需要時進行調解和執法。他稱暫時未
有投訴個案，不過一旦收到投訴，局方
會跟進。

張建宗呼籲僱主不要走法律罅，至
於此做法是否違法，則應視乎個案而定
。他續稱，如果是政府工程，僱主會和
僱員訂立書面合約，透過自動轉帳支付
薪水，並有勞資關係主任保障工人權益。

另外，當被問到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會否增加福利方面的撥款，張建宗指出
，回歸以來，政府每年的福利開支不斷
上升，由九七年的二百億，已增至本年
度的四百二十二億，相信有關撥款會繼
續增加，但具體幅度要待財政預算案中
公布。

政府於諮詢文件提出，四個垃圾
徵費的模式讓市民討論，但暫未公布
有關的垃圾收費水平。環保署助理署
長黎耀基出席電台節目時認為，現時
不是合適時機討論垃圾收費的水平，
認為現階段收費水平只屬次要，首要
是凝聚社會對政策的共識，先於原則
上充分討論徵費是否合適的政策，亦
會參考膠袋徵費的做法。

收費不能 「雞毛蒜皮」
他又指，有關的收費水平不能太

「雞毛蒜皮」，但也不能不合理，需
在兩者間取得平衡。至於所收回的費
用則會按公帑管理的制度，放入庫房
處理，強調徵費目的不是為政府賺錢
，政府亦會投放資源於環保教育。他
說： 「（收費）不能 『雞毛蒜皮』，
畀咗都唔覺得畀咗，經濟誘因的效果

就會無咗，但亦唔可以（收費）高
到不合理，所以兩者之間要取得平
衡。」

有聽眾致電稱，垃圾收費對富有
人士是微不足道，但對小市民則負擔
較大，認為垃圾徵費是向小市民 「開
刀」。至於會否豁免低收入人士的徵
費，黎耀基認為，政策應全民參與。
他說： 「香港嘅環保是所有人的，能
夠做到全民參與係最理想，當然有啲
關注低收入人士財政負擔上是否有影
響，現階段我哋已聽到聲音，亦都會
討論實際收費，有需要去研究，去同
各界再討論。」

倡獎勵從源頭減垃圾
而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則表

示，業界對政府的四個建議都有所保
留，而參考台北的水平，估計每個食

肆需要每月支付二千元垃圾費，會對
中小型食肆如茶餐廳等造成壓力，建
議政府以獎勵方式，鼓勵業界及市民
於源頭減少垃圾。他說： 「我哋未知

道政府收費嘅金額去到幾高，如果費
用對中小型企業構成壓力，可否考慮
有相應的措施鼓勵業界，令佢哋嘅衝
擊不會太大。」

【本報訊】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
金與中山大學成立全國最大的中華白
海豚基因數據庫，期望以統一的基因
分析方法助政府制定長遠的保育方法
，目前收集了七百二十個擱淺白海豚
樣本。

助政府制定保育政策
保育基金主席陳晴表示，基金在

今個財政年度向中山大學撥款及捐贈
樣本，希望為業界提供平台，以統一
的基因分析方法，了解白海豚不同種

群間的關係和對環境的適應力，有助
區內政府制訂有效的保育政策。未來
，保育基金計劃與香港漁農自然護理
署繼續為基因數據庫提供更多樣本，
以成為全亞洲數據最齊全的基因數據
庫為目標。

該基因數據庫位於廣州的中山大
學內，佔地一千二百平方米，是目前
中國存有最多基因樣本、且覆蓋率最
全面的中華白海豚基因數據庫，共存
有一百二十多個擱淺白海豚的內臟、
皮膚、牙齒等樣本，涵蓋了大部分的

白海豚熱點水域。
首席研究員中山大學教授吳玉萍

表示，首次引入了國際標準，例如將
樣本以零下 140 度的超低溫特製冰箱
進行保存，務求妥善存取樣本資源。
透過成立基因數據庫，希望為評估基
建工程的影響提供科學依據，以制訂

中華白海豚保護策略。
保育基金副總監吳守堅表示，自

二○○六年五月起至去年，本港共處
理了一百七十二宗鯨豚擱淺個案，當
中以年長或年幼的海豚為主。而本港
過去六年共接獲一百八十五宗鯨豚擱
淺報告，較過去三年高。

【本報訊】記者夏盧明報道：東
華三院昨日在東華三院文物館舉行歷
史文化嘉年華，慶祝廣華醫院成立一
百周年及東華三院文物館成立四十周
年，並首次公開展出香港現存最早的
醫院出入院冊藉—— 「廣華醫院一九
一七年出入院總冊」。該本總冊詳細
記錄病人的病歷資料，為研究香港的

人口健康、地區發展、民生變遷等課
題提供了寶貴資料。

這是廣華醫院最早的一本出入院
總冊，也是全港現存歷史最早的醫院
出入院冊藉。由於該冊年代久遠遭受
嚴重蟲蛀，內頁殘破不堪，在東華三
院檔案及歷史文化辦公室穿針引線下
，東華醫院和康文署經磋商後決定進

行一項先導計劃修復入院總冊，去年
五月，東華醫院將該冊交予康文署，
由修復專家進行修復。

該本出入院總冊有接近一百年歷
史，修復前封面封底已經相當破爛，
內頁紙角剝落，報表間隔的染色部分
花開，加上用線裝訂，修復過程非常
複雜，康文署修復組需做多項測試始
能制訂適切的修復方案。經過修復專
家約半年的努力，該本出入院總冊已
經回復光鮮面貌。

近百年資料具研究價值
廣華醫院行政總監屈銘伸表示，

保存醫療紀錄對研究香港社會及醫療
歷史有重大價值，因此相當重視醫療
檔案的保存。現存於廣華醫院冊藉部
的醫療檔案由一九一七年開始，當中
只有幾年從缺，估計是本港目前最具
系統及連貫性的醫療文化遺產。他說
，在修復過程中，例如去蟲、記錄紙
張 「宣紙」十分薄和文字墨水散化等
問題給修復工作帶來困難，在經過專
家學者研討和借鑒國外文物修復經驗
後，成功修復了 「廣華醫院一九一七
年出入院總冊」，證明是次先導計劃
的成功。

屈銘伸拿出該總冊影印本指，總
冊詳細記錄病人的姓名、性別、籍貫

、住址、擔保人及病歷，可以從中看
出一些當時的民生狀況。他說，從總
冊入院男女比例可以看到，入院人數
中男性數量多於女性，是否代表當時
的女性地位比男性低，值得研究。在
入院出院人數亦可以見到，入院人數
大於出院人數，是否代表當時的醫療
水平無法處理很多疾病，亦值得研究
。他亦指出，自一九四五年開始，醫
院開始使用檔案系統，摒棄了 「宣紙
線裝」的模式，資料比較完整，但是
一九四五年之前至一九一七年的醫療
資料亦是香港醫療歷史的瑰寶，有修
復和研究的價值。

東華三院主席張佐華感謝康文署
資助是次先導計劃，並提供修復專家
和義工加以協助。他表示，除了已修
復的 「廣華醫院一九一七年出入院總
冊」外，還有多本出入院總冊出現相
同問題，有待修復，東華三院正謀求
盡快改善，在資源許可下，希望修復
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五年共一百六十一
本線裝出入院總冊，為研究東華三院
在香港醫療史的重要角色提供佐證。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馮程淑儀
將修復完畢的 「廣華醫院一九一七年
出入院總冊」正式移交，由張佐華及
屈銘伸代表接受，於即日開始在東華
三院文物館內展出，供公眾觀賞。

【本報訊】漁護署於元朗發現一
隻小白鷺，對H5禽流感病毒的初步測
試呈陽性反應，為今年內第三隻雀屍
感染H5禽流感病毒。

漁護署發言人表示，由於發現雀
屍地點的附近有兩個雞場，已即時到
雞場巡查，暫未發現有雞隻異常死亡
或禽流感症狀，署方會加強對有關雞
場的監察。

漁護署昨日於元朗南生圍漁護署

濕地及動物護理組的辦事處，檢走一
隻小白鷺死屍，發現對H5禽流感病毒
的初步測試呈陽性反應，當局正繼續
作進一步確定測試，署方已即時加強
清潔及消毒該辦事處。漁護署發言人
表示，發現雀屍地點三公里範圍內有
兩個雞場，已即時派員到有關雞場巡
查，並無發現雞隻異常死亡或有任何
禽流感症狀，署方會加強對有關雞場
的監察。

【本報訊】工人在工作期間受傷
或意外傷亡的情況並不罕見，但不少
工人並不清楚勞工受保障的範圍。一
項調查發現，有接近一半的受訪勞
工並不知道，在工作期間猝死是不
列入勞工保障。職安培訓復生會建
議，僱員工作期間猝死應受勞工法
例保障。

職安培訓復生會去年委託樹仁大
學進行一項調查，以了解僱員工作壓
力及病患情況，以及其是否清楚自身
在工作期間受傷的保障。調查於去年
十一月進行，共訪問五百八十四名在
職人士。

調查發現，約有三成受訪者患有
長期病，當中有五十七人患有高血壓
、十五人患有心臟病、三十四人為糖
尿病，以及三十四人膽固醇過高，顯
示他們的健康均有潛在風險。此外，
逾三成受訪者表示其工作量頗重或非
常重，其中四成人會感到有工作壓力
，兩成經常或總是感到壓力。而有五

成五的受訪者更表示，在工作期間出
現不同程度的頭痛徵狀。

調查又希望了解在職人士是否了
解他們的工傷保障範圍，但結果顯示
，有近五成的受訪者並不知道，若在
工作期間猝死並不列入勞工保障；有
三成八的受訪者認為工作期間猝死是
有勞工保障。

但當這九成受訪者得悉自身的勞
工保障時，逾八成人均同意，政府應
修例，將開工期間猝死的工人，納入
工業傷亡法例保障；另外，有七成六
人認為政府應規定僱主及自僱人士，
購買額外人身保險。

調查引述工業傷亡權益會數字，
本港去年首八個月，共有二十宗因工
猝死的個案。職安培訓復生會主席唐
文標建議，勞工法例應保障因工猝死
的僱員，因屬工傷一種；而自僱人士
或承判商亦應受保障。此外，他又認
為，政府應修例為因工猝死的僱員提
供保險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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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1注中，每注派23,378,7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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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寶獎金：無

▲飲食界擔心，垃圾徵費會對中小型食肆造成壓力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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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人不知猝死無勞保賠

立法大樓測試空氣質素
【本報訊】立法會秘書處昨日就立法會綜合大

樓的空氣質素發新聞稿，指自部分議員於本月十日
的行政管理委員會會議上，提出對大樓室內空氣質
素的關注後，立法會秘書處已要求建築署昨日開始
在整座綜合大樓進行另一次換氣計劃，原本預計今
日完成，但由於相關報道的關係，立法會秘書處已
緊急要求建築署在進行換氣計劃前，先就室內空氣
質素作測試，以便收集有關數據，用作與實施換氣
計劃後所收集得到數據進行比較及確定計劃效用。

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吳文華說，秘書處會繼續
監察有關情況，並會在有需要時促請政府採取進一
步行動。此外，秘書處表示，為回應部分議員表示
難以在辦公室開啟窗戶的問題，處方已為個別提出
要求的議員作出安排，以協助開啟其辦公室的窗戶
，並確保開啟窗戶是在安全及適當的方式下進行，
以維持空氣流通。

【本報訊】食物環境衛生署（食
環署）僱用可容納多於二百名乘客的
較大型渡輪，昨日投入服務，免費接
載巿民進行骨灰撒海儀式。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選擇使用環保
的方式處理先人骨灰，其中包括在海
上舉行悼念儀式及撒灰，讓先人回歸
自然懷抱。

有鑑於此，食環署決定提升 「海
上撒灰渡輪服務」，為有需要的巿民
提供更妥善的服務。

食環署發言人表示，渡輪提供安
穩及舒適的航程，亦有寬敞的場地讓
家屬進行悼念儀式。昨日使用有關服
務的市民，大部分均表示滿意，對提
升後的服務反應理想。

元朗檢染禽流感死雀

食署提升海上撒灰服務

▼馮程淑儀（左
一 ） 與 張 佐 華
（右二）將 「廣
華醫院一九一七
年出入院總冊」
擺放於展櫃內

本報記者
夏盧明攝

◀海洋公園與中
山大學成立全國
最大的中華白海
豚基因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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