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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實習記者胡禮富報道：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王國興聯同十多名全港豬肉零售業聯席會議代表，約
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抗議大型連鎖超市以低
價傾銷豬肉。代表要求政府盡快實施公平競爭法，維護
小本經營以保障零售行業的生存權利及工友 「飯碗」。

王國興指出希望公平競爭法能於本年度立法會會期
結束前實施，並且加強宣傳和教育。他表示香港目前沒
有競爭法例，超市利用雄厚資本實力進行割喉式競爭，
長此下去中小企將面臨倒閉，而超市屆時將真正控制市
場價格，憂慮市民未來可能任由超市宰割。

全港豬肉零售業聯席會議召集人許偉堅會面後提出
各行業均需受到保護，重提米舖式微的境況，他表示不
希望豬肉市場步其後塵被佔據壟斷，反對以低於成本價
銷售。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於會後表示，目前小商戶
可考慮透過競爭事務諮詢委員會進行投訴。該委員會目
前只有調查權力，並沒有實際處罰權力。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同時表示積極推動正在審議的競爭條例草案於二○
一一至二○一二立法年度內通過，以期推動公平競爭的
環境。而在競爭法通過後，競爭事務委員會將有權力就
這類投訴進行調查，競爭事務審裁處亦可嚴懲違規的公
司。王國興及代表對當局加快立法表示歡迎。

【本報訊】政府早前宣布開放多條數碼頻道予
私人機構營辦，昨日鳳凰衛視旗下的《鳳凰優悅廣
播》正式開台，並率先推出第一條頻道，將為聽眾
提供時事財經、社會民生、生活娛樂等節目，行政
長官曾蔭權昨日出席開播儀式時表示，透過數碼頻
道，可打破傳統頻道的地域界限，讓中港兩地同胞
關係更緊密。

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行政總裁劉長樂昨日在
致辭中表示，《鳳凰優悅》的開播，拉近了全球華
人的距離，而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在致辭時亦表示
，透過電台拉近香港及內地同胞的距離。此外，中
聯辦副主任黃蘭發、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
員洪小勇亦有出席是次儀式。

《鳳凰優悅》在去年三月獲批准在香港開展的
數碼聲音廣播頻道之一，除昨日正式開放的第一條
頻道 「U Radio綜合台」外，第二條頻道 「U Radio
生活台」和第三條頻道 「U Radio 音樂台」將分別
在今年中及年底開播，市民可登入官方網頁（www.
uradiohk.com）、或透過電話應用程式（app）及數碼收
音機收聽。

除此以外，位於大埔工業邨、鳳凰衛視總部的
「鳳凰文創產業示範園」亦正式開放，市民或團體

只要透過網站或電話登記，便可到示範園參觀，園
內除了有鳳凰衛視的歷史發展進程外，還有3D視頻
欣賞，希望藉以讓市民加深對傳媒業的了解，從而
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

豬肉零售業促實施競爭法

《鳳凰優悅台》開播
拉近兩地同胞距離

【本報訊】尖沙咀廣東道名店 D&G 早前
因不准港人在門外拍照，在社會引起極大反響
，多名議員昨日在立法會上表示，擔心事件影
響香港旅遊業形象。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
錦樑表示，市民在不妨礙他人的情況下，可在
公共地方拍攝景物，但需平衡拍攝權利及版權
持有人的權益，相信事件屬個別事件，D&G
亦已發表聲明道歉。

名店 D&G 拒絕港人拍照的風波擾攘多日
後，D&G 終於在昨日凌晨發出聲明。聲明中
表示，明白近日禁止港人在尖沙咀廣東道專門
店外拍攝的事，冒犯了香港市民，公司深感歉
意，向大眾衷心致歉。D&G 又表示，尊重各
方人士的個人權利及本地法律。

蘇錦樑表示，禁攝風波屬個別事件，

D&G 已發表聲明道歉。蘇錦樑解釋，市民在
不妨礙他人的情況下，可在公共地方拍攝景物
，根據版權條例，如拍攝一張照片時，版權作
品只在照片以附帶形式出現，就不會構成侵權
，版權條例中有列明相關豁免情況，以平衡拍
攝權利及版權持有人的權益。

蘇錦樑又表示，事件不會損害本港旅遊業
的國際形象，相信市民會理性看待，政府尊重
語言自由，亦尊重在法律機制內營商。

不過，對於 D&G 的道歉聲明，有市民認
為，過於敷衍，態度欠誠懇，應詳細交代事件
，及安排當日驅趕市民拍照的保安員親自道歉。

此外，警方重案組正跟進 D&G 保安人員
懷疑曾聲言打破拍攝人士的相機的事件，是否
涉及刑事恐嚇。

【本報訊】立法會昨日通過動議，促請締造
「可持續及開放電力市場」，但就否決引用權力及

特權條例，要求兩間電力公司提交財政報告。多位
議員批評兩電瘋狂加價不當。環境局局長邱騰華表
示，兩電已首次以保密文件形式，向立法會披露更
多與電價相關的資料，希望日後能加強兩電披露資
料的透明度。

立法會昨日辯論 「締造可持續及開放電力市場
」的無約束力議案，民主黨、公民黨、自由黨均認
為，兩電需要披露加電費的相關資料。不過，反對
派議員就借機「抽水」，誣衊民建聯「不夠膽」引用權
力及特權條例，要求兩間電力公司提交財政報告。

有提出修訂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建議，
政府應制訂長遠的節能政策及有關指標，作為預測
未來用電量之用，避免兩電以用電量不斷增加、擴

大環保、減排項目為由，不斷增加營運開支，繼而
全數轉嫁至市民的電費上。

否決引特權法逼交資料
不過，李慧琼認為，不一定要運用權力及特權

法去逼兩電提交資料， 「等同警察在街頭向市民查
身份證，無理由用支槍指住市民個頭」，只要立法
會密切跟進兩電提交足夠資料，了解他們為何瘋狂
加價已經足夠。

有份提出修訂的民主黨李華明指出，政府無法
定權力否決電費加幅，但現時兩電的公開資料籠統
，令公眾無法掌握兩電具體開支，因此提出以權力
及特權條例，授權經濟事務委員會命令政府交出兩
電加費的相關資料。

自由黨的劉健儀同意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但

必須以不干預正常商業運作，及不外泄敏感商業資
料為前提。經濟動力的林健鋒則認為，強迫電力公
司公開敏感資料，會影響企業運作及營商環境，嚇
怕外資來港。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認為，現時並無需要動用權
力及特權條例要求兩電公開更多資料，因為兩電已
首次以保密文件的方式，向立法會提交今年電費檢
討和五年計劃的資料。

邱騰華表示，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城市，必須在
提高審議工作透明度和保護商業敏感資料間求取平
衡。他又稱，動用條例索取的資料，涉及電力公司
的供應和能源市場的預測，有可能影響兩電未來商
業談判和市場買賣的議價能力，亦影響香港的營商
環境，但承諾會尋找合適平台，交代不妨礙兩電營
運的資料。

D&G發聲明向港人致歉

立會通過動議 促開放電力市場

港府宣布推出更嚴格的空氣
質素指標，市民最終要為享受清
新空氣付出代價。環境局局長邱
騰華表示，新指標下，電費和交
通費會因此分階段增加兩成。中
電表明，天然氣價格上升對電價
會帶來壓力；港燈稱會和政府配
合。多間專營巴士則表示，現階
段無法估算影響。

本報記者 鄧茹菁
為令空氣質素達至新指標，電力公司須

減少燃煤發電產生的污染，安裝脫硫裝置和
增加天然氣發電比例，將由目前約三成增加
至五成，甚至要購買新的燃氣發電機，意味
發電成本會相對增加。至於交通方面，專營
巴士公司在二○一四年實施指標前，要淘汰
數千輛歐盟一期和二期巴士，減少路邊的
廢氣排放。而現時的舊巴士每部成本約三
百萬元，環保巴士每部則近六百萬元。換
言之，巴士公司日後亦可能將開支轉嫁到
市民身上。

邱騰華昨接受電台訪問時坦言，空氣質
素達標的代價需要社會共同承擔， 「電力方
面，由於用較清潔的能源或減排（設施），
可能有百分之二十電費上升的空間，不過可
以分階段去做……將來交通運輸方面亦可能
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左右的開支。」他說，
雖然政府會提供資助，惟巴士公司更換巴士
所需的成本較昂貴，日後 「可能會在票價反
映」，相信可以逐步去做。

邱騰華：新指標符世衛標準
政府收緊沿用二十五年的空氣質素指標

，將微細懸浮粒子（PM2.5）納入監測，但
要兩年後才實施。對於被指太遲實行，亦被
批評新指標標準比發展中國家還要低，邱騰

華回應指，新指標已採納世界衛生組織多
項標準，但在實施前需要措施配合， 「不
只是拉張橫額便說更新空氣指標」。他又
用學生成績表作比喻， 「如果只是拉高平
均線而不去用心讀書交功課，這樣就只是
一條線。」

對於巴士公司或將面對加價壓力，新巴
和城巴表示，會留意經營環境和市場狀況考
慮未來是否申請加價，但會符合票價的調整

機制。至於九巴就指目前正測試電容和電動
巴士，最快明年首季就會推出。

中電回應指，近年天然氣價格飆升，用
更多天然氣以達至新的空氣質素指標，對電
價會帶來壓力，強調電價內的燃料價條款乃
實報實銷，沒有賺錢。港燈則表示，目前兩
台燃氣發電機已經在發揮最大效能，如果要
用更多天然氣，就要安裝新機組，電力公司
會跟政府配合，有進一步資料再詳細研究。

【本報訊】早前有報道稱，立法會大樓的空氣被驗出
揮發性化合物超標，有議員昨日提出質詢，要求政府交代
大樓入伙前的空氣質素，並採取補救措施。環境局局長邱
騰華表示，建築署為大樓進行換氣工程後，情況已改善，
日後會將執漏工程安排在長假或分散進行，減低揮發性物
料的影響。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回應議員質詢時表示，建築署在去
年十一月大樓剛入伙初期，曾對各樓層作過一次檢測，結
果是部分樓層未能達至 「良好」級別。而在本月十四至十
七日再次進行連串的空氣檢測時，則發現大樓內一些樓層
比去年十一月所檢測的為差，但連日換氣工程，將鮮風注
入大樓換氣，情況已經有好轉。

邱騰華解釋，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大樓入伙初
期，仍有一些改善及執漏工程，包括增加隔音物料、油漆
、更換牆紙及玻璃，以及一些地方工程都需使用含低揮發
性有機化合物材料，而最近亦利用聖誕及新年期間的長假
期，進行執漏工程，由於這些工程均在室內進行，有可能
提高了大樓空氣中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濃度。

議員對大樓揮發性化合物超標感到擔心。民建聯陳克
勤要求政府提供空氣清新機，或讓議員開窗，紓緩情況，
亦有議員建議政府提供可改善空氣質素的植物。

此外，建築署連日晚上在立法會大樓換氣後，仍有四
層樓空氣中的有機化合物水平，輕微超標。建築署解釋，
現時大樓空氣中的有機化合物，已處於較低水平，要再進
一步降低，有一定困難。而衛生署則表示，吸入超標的揮
發生有機化合物，短時間內可引致眼乾、流眼水及氣管不
適，一般不會嚴重影響健康，但如果長年累月吸入高濃度
的有機化合物，或會引致肺癌。

立會大樓換氣
四層樓仍超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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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昨日凌晨發出聲明為禁攝事件向市民道歉 資料圖片

▲曾蔭權（左三）出席鳳凰文創產業示範啟動
暨優悅廣播開播儀式

▲新空氣指標下電費勢將增加兩成

電費交通費勢加
空氣指標收緊

▲環境保護署表示，近年每年接獲逾千宗涉及油煙或煮食
氣味投訴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近五年油煙投訴數字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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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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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食肆油煙排放
造成空氣污染外，亦影響鄰近
民居日常生活，環境保護署表
示，近年每年接獲逾千宗涉及
食肆油煙或煮食氣味投訴，但
過去三年每年經定罪個案則不
多於五宗。有環保團體認為，
兩者差距反映了環保署的標準
與市民要求有出入，促請政府
收緊對食肆的油煙排放管制。

本報昨日報道新興 「食街
」對環境及鄰近居民造成的影
響，環保署回應表示，食肆所
產生的油煙和氣味受《空氣污染
管制條例》管制，而過去五年，
每年都收到過千宗關於食肆油
煙排放或煮食氣味的投訴。

但由於氣味的組合成分複
雜，署方現時接獲投訴後，會
採用國際慣常方法，派兩名或
以上的工作人員以嗅覺評估氣
味，並在許可下到投訴人的住
所進行油煙和氣味評估，當證
實對民居造成滋擾，工作人員

會先口頭勸喻食肆負責人改善
空氣防污設備和保養工作。假
若負責人不合作，環保署會按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向有關
人士發出空氣污染消減通知書
，要求採取適當措施。由○九
年至一一年間，因上述情況而
發出通知書的個案分別有十二
宗、三宗和六宗。

針對食肆油煙及煮食氣味
的投訴，環保署每年會巡查二
千多次。食肆如沒有遵照要求
作出改善，即屬犯罪。資料顯
示，環保署在○九年的定罪個
案有五宗，○○年及○一年則
各有一宗。而首次定罪會被判
罰十萬元，其後再被定罪則會
監禁六個月及罰款二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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