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首：努力不懈 民生我心
總結上任十八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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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一名上市公司副主席昨日遭伏擊
扑頭受傷。他在中環長江中心地庫停車場泊車離
開時，有私家車馳至跳出兩名蒙面大漢，持鐵棒
向他狂扑打至頭破血流，他負傷跳回座駕驅車突
圍，逃至地面向保安員求助報警。兇徒事後逃去
無蹤，警方正調查行兇動機，案件由反黑組接手。

遇襲受傷男子高峰（四十二歲），是神州資
源集團（港交所編號：00223）副主席，公司辦
公室位於皇后大道中九號嘉軒廣場二十五樓。血
案現場在附近長江中心停車場地庫第四層，事主
擁有一個月租車位，平日泊車後徒步返工，警方
不排除有人洞悉其習慣設局伏擊。

昨日中午十二時左右，事主穿着黑色T恤及
白色長褲，如常駕駛四驅車返回停車場停泊，在
落車離開時，突然有一輛七人車急速駛近他身旁
，跳下兩名蒙面漢持鐵支向他狂扑至血流披面，
眼角及左手、左膝受傷。事主負傷跳回座駕驅車
突圍，駛到地面出口向保安員求救報警。大批衝
鋒隊警員接報趕到場搜捕兇徒，惜早已逃去；事
主由救護車送往瑪麗醫院治理，他座駕的司機位
椅背及雜物箱，都染有血跡。

警方正調查事件動機，事後取走停車場閉路
電視影帶，以及車輛出入紀錄，案件由中區反黑
組接手。

【本報訊】食物安全中心昨日公
布雪糕和冰凍甜點含微生物情況檢測
結果，整體合格率為百分之九十九點
五，有兩款雪糕大腸菌群超標，當中
黃埔吉之島出售的雪糕樣本超標高達
六十五倍，其總含菌量亦超標二十四
倍。食安中心已向零售商發出警告信
，並加強巡查，如有足夠證據將提出
檢控。

食安中心從四百多個食物製造廠
、流動雪糕車、超級市場、餐廳及零
售點，抽取一千一百個雪糕和冰凍甜
點樣本，包括軟雪糕、新地、杯裝雪
糕、雪球及雪條，檢測致病菌及衛生
情況指標。整體合格率百分之九十九
點五，情況與去年相同。檢測致病菌
結果全部合格。

紅磡黃埔花園吉之島出售的榴蓮
王榴蓮冰及油麻地恆豐酒店紅煙窗餐

廳的瑞士朱古力味雪糕球均檢出大腸
菌群超出法例標準，含量分別是每克
六千六百個及二百一十個，超出《冰
凍甜點規例》規定的每克不可含有一
百個大腸菌群標準，分別超標六十五
倍及一點一倍。當中榴蓮王榴蓮冰的
總含菌量每克達到一百二十萬個，超
出法例上限的每克五萬個。另有三個
不合格雪糕球樣本已於五月公布。

中心發言人表示，違例者一經定
罪，最高可被判罰款一萬元及監禁三
個月。個別雪糕球樣本的總含菌量或
大腸菌群超標，顯示製作的衛生情況
欠佳，須作出改善。中心已作出跟進
行動，包括向有關零售商發出警告信
，加強巡查有關商舖，向商舖人員提
供有關個人衛生、清潔及消毒生產設
備的建議，及抽取跟進樣本作化驗。
如有足夠證據，中心會提出檢控。

【本報訊】華潤萬家超市昨日承諾，將與本地食物回收
機構 「惜食堂」合作，捐贈因運輸導致包裝輕微損毀，但質
素不受影響的食物，減少食物浪費，是本港四大超市開創食
物捐贈先例。地球之友對此表示歡迎及讚賞，發言人指，華
潤走出減少廚餘的第一步，期望計劃可推廣至旗下更多分店
，與各地區事務回收團體合作。又期望其餘三間超市，惠康
、百佳及吉之島，盡早作出食物捐贈及廚餘回收決定，履行
社會責任。

走訪北區各地 關注母嬰服務

高永文：壓力令團隊更團結

【本報訊】警方推出首個官方 「香港警隊流動應用程式
」，是警隊首次採用社交媒體與公眾溝通的策略。警察公共
關係科署理總警司郭柏聰指，是次應用程式可讓市民透過智
能手機，得知警隊抱負、目標及價值觀、處長首要行動項目
、就近報案室、新聞公報及警察招募等事宜，亦會於今年年
底優化程式的功能，現正構思引入罪案的資訊、數字及防罪
呼籲。

而警務處資訊系統部高級系統經理方耀恒又指，是次程
式可透過 「App Store」及 「Google Play」下載，可支援
iPhone3以上及Anroid2.2以上的型號。

梁振英在網誌中表示，上任不到三星期，經歷了
不少；而抓緊時間，工作也做了不少。在競選前後，
在逾百次頻密落區中，對各地區、各階層和各界別市
民的訴求，他都銘記在心。競選時政綱中的大部分主
張，就是落區收集得來的訴求和民間智慧。上任後，
會將之一一付諸實行。他表示， 「民生無小事」，改
善民生，推動民生工程，是努力不懈的目標之一。

上任三星期 經歷不少
梁振英特別說明自己對立法會的重視，表示自己

在上任後第一個工作天便決定在本屆立法會會期結束
前出席答問大會，並選擇在立法會宣布一系列回應市
民訴求的民生政策，正說明了這一點。而在會上公布
的五項惠民措施，也回應了社會的訴求。

對於有論者質疑他借助惠民利民的措施來轉移視
線，他指，持這些論調的人可能並不知道他半年前制
定的政綱已經有這些承諾。香港積壓的深層次問題不
少，剛上任時他也面對一些困擾，但和大家一樣，希
望政府做實事。

惠民措施 半年前已承諾
梁振英表示，他和他的團隊會排解困難，專注落

實競選承諾。對於已經成熟的決策，必定早日執行；
需要諮詢和進一步研究的課題，必定虛心聆聽、審慎
決定。他們會急市民所急，為市民解困，繼續以 「成
熟一項，落實一項」的做法，致力改善民生。

本屆立法會會期已經結束，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已
經展開。梁振英表示，改善政府和來屆立法會的關係
仍然是重點工作之一，期望與立法會各黨各派衷誠合
作，以社會整體發展和廣大市民利益為依歸。他以
「長者生活津貼」為例，表示政府盡速完成決策，也

會爭取立法會議員盡早通過撥款，以便合資格的 40
多萬長者早日獲發這筆新津貼。

重拾香港速度 尋回歲月
「家是香港」，七百萬香港人是一家，正是梁振

英在政綱中提出的願景，他強調，要建好這個家，他

和他的團隊要凝聚和團結全港市民，重拾「香港速度」
。要尋回蹉跎了的歲月，需要大家齊心一意，共同努
力。在醞釀和制定政策過程中，他會重視大家的意見
，繼續虛心聆聽各界人士的不同看法，凝聚共識，求
同存異，作出符合市民期望的決定，然後果斷執行。

過去兩星期，新政府團隊走遍全港十八區，梁振
英說，和居民直接溝通交流，獲益良多，對不少同事
來說，這三次落區亦是一種新體驗。他感謝問責團隊
和公務員同事的大力配合和支持。在未來的日子，會
繼續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走入民眾，零距離接觸市
民，拉近政府和市民之間的地理、心理和政策距離，
履行做個親民特首的承諾。

上任短短兩個星期，就推出五項符合市民訴求的
新政策，他感謝各級公務員同事的不懈努力。他表示
，兩個星期的經驗充分說明，香港的公務員團隊是優
秀的，在公務員同事的支持和配合下，有信心可以將
競選政綱中的主張和承諾一一落實。

【本報訊】 「各地區、各階層和各界
別市民的訴求，我銘記在心。」 行政長官
梁振英昨日發表以 「努力不懈 民生我心
」 的網誌，總結上任十八天的工作，表示
改善民生和推動民生工程是他努力不懈的
目標之一，希望重拾 「速度香港」 ，凝聚
共識、求同存異，果斷執行符合市民期望
的決定。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諮詢課程專責委員會主席
李焯芬指出，香港社會對國民教育的爭
議不應演變成罵戰或政治運動，如果部
分團體和個人有意見，他非常希望能坐
下來商談。

教聯會屬下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出版
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手冊》，其
中一個章節提及中國執政團隊 「進步、
無私、團結」，而美國政制為 「政黨內
鬥，人民當災」。手冊甫推出即被某些
團體視作 「至寶」，抓住上述被指 「偏
頗」的字句大做文章，要求廢除國民教
育，網上近日有人甚至鼓動家長擅自作
主，要學童罷上德育及國民教育課。

李焯芬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
「（參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諮詢課程編

寫的）學者也不是閉門造車，而是曾經
過了近半年的諮詢」，亦收集了一千多
條的意見。他認為，有一些同學可能不
了解， 「其實德育與國民教育委員會以
及編寫課程指引的團隊，都希望學生能
夠多元化了解國情，我們很願意和同學
們詳談對課程指引的想法，也歡迎媒體
在旁旁聽」，溝通好過亂哄哄政治運動
式的熱炒。

另外，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表示
，把《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手冊》與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目劃上等號，純屬誤
導。他強調，該手冊出版日期是今年三
月，教育局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
引則於四月底出版，從時間及程序角度
而言， 「這本手冊不可能是根據該科課
程而編寫」。

《手冊》非國民教育科
學者：有爭議可坐下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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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到訪香港海關的
葵涌海關大樓，了解海關人員在打擊販毒及走私活動
方面的工作。他在海關關長張雲正陪同下，視察了海
關人員檢查貨物的情形，並了解海關人員如何利用流
動X光車輛檢查系統探測違禁品的情況。

訪問期間，梁振英聽取了海關人員匯報香港海關
與海外相關執法部門在打擊販毒及走私方面的合作情
況，並在輕鬆的環境下與前線員工會面交流，了解他
們在工作上的挑戰。

行政長官讚揚海關在打擊販毒及走私方面的努力
，他說： 「海關同事隨時作好準備，排除萬難，勇於
接受挑戰，我為他們感到自豪。在各位同事的努力下
，部門得以搗破不同類型的非法活動，種種成果足證
海關人員表現專業、竭盡全力、果敢堅毅。」他亦對
海關在護法守關和利商便貿等工作的專業表現非常讚
賞，並鼓勵部門人員繼續努力不懈，使未來執法工作
更趨卓越。

巡視海關反走私工作

【本報訊】水警及海關首次搗破快艇運毒來港案。一輛
七人車昨日凌晨在西貢早禾坑碼頭與走私快艇會合收貨，埋
伏周圍警員衝出拘捕一人，檢獲三十六公斤 K 仔，以印有
「鐵觀音」字樣膠袋盛載佯裝茶葉，市值逾四百萬元；其他

毒販則分乘七人車及快艇逃去無蹤。
被捕青年姓楊（十八歲），涉嫌 「販毒」罪被扣查。水

警小艇分區指揮官顏鐵誠警司表示，過去以海路販毒多數利
用貨櫃，今次毒販以快艇運毒，不排除私梟要駕艇來港接水
貨， 「因利成便」運毒入境。該批氯胺酮分為三十六包，每
包約一公斤，均以印有 「鐵觀音」字樣的膠袋包裝，以兩個
旅行袋盛載，市值約四百三十萬元；暫未知毒品是供應本地
市場或轉口外地。

▲高永文視察北區母嬰健康院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新
政府班子上任後，負面消息不斷，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形容，現時政
府新班子氣氛凝重，但外界壓力令問
責團隊更團結，更互相支持。他又表

示其目前的工作以縮短公營醫院輪候
時間為首要。他昨日訪問了北區多個
地點，視察區內的母嬰健康服務及骨
灰龕設施，亦到邊境了解前線人員在
關口限制非本地孕婦來港分娩的措施

，以及內地輸港食物檢疫及檢驗的情
況。

各官員互相扶持
上任十二日的發展局局長麥齊光

因租津事件辭職，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事件令
人震驚，現時新班子每早開會氣氛凝
重，但各局長官員仍會互相支持，令
新班子更加團結一致。他說： 「唔係
低沉，是凝重，睇得出大家心裡面都
唔係好舒服，但係我哋接受咗任命之
後，大家你眼望我眼之中，會互相支
持，大家會更加團結一致。」他又形
容，新政府為熱廚房，他說： 「（熱
廚房）比我想像中熱，以醫學來睇五
、六十度已經唔可以生存，因為水就
算六十八度，於水中都會頂不住。」
對於有傳媒揭發其住宅有僭建物，他
解釋現時已聘請合資格人士評估。

他又指，現時其首要任務是加強
公營醫療的重要性，縮短病人的輪候
時間。他表示： 「縮短輪候時間是我
首要的任務，譬如如果要輪候一兩年
睇專科，我覺得不是咁理想，但係如
果我講會縮短半年係好理想都唔係，
都要攞一個平衡來講。」他又認為，現
時公營醫療主要是缺乏人手，仍需想
辦法解決問題，相信只要有一筆過撥

款，並且為成本封頂就不會「爆煲」。

尋求解決醫護短缺方法
另外，高永文昨午訪問北區，視

察區內的母嬰健康服務。他指近年非
本地孕婦來港分娩人數急劇增加，為
確保所提供的服務水平不受影響，位
於粉嶺的母嬰健康院已於今年三月完
成擴充工程。他又前往邊境了解前線
人員在關口限制非本地孕婦來港分娩
的措施，以及內地輸港食物檢疫及檢
驗的情況。

視察骨灰龕選址
他其後又到沙嶺墳場及和合石墳

場，實地視察在該墳場內擬建設骨灰
龕設施的選址，及視察墳場內興建一
座提供四萬三千多個龕位的骨灰龕及
一個紀念花園的工程進度，亦到浩園
和景仰園，向在 「沙士」抗疫工作中
殉職的醫院管理局同事，和馬尼拉挾
持香港遊客事件中的遇難者獻花。最
後他到落馬洲管制站，了解前線人員
為防止非本地孕婦來港闖關產子所採
取的措施，及感謝入境處及衛生署人
員所作的貢獻，指實施相關堵截措施
後，加上廣東省政府的全力配合，非
本地孕婦衝急症室的數字已有放緩迹
象。

▲特首梁振英訪問葵涌海關大樓，與關員親切握
手

吉之島一雪糕含菌超標

警早禾坑檢36公斤K仔

黃世照任廉署執行處處長

華潤超市捐食物予惜食堂

警方推出流動應用程式

【本報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委任黃世照為副廉政專
員兼執行處首長，今日起生效，接替開始作退休前休假的李
銘澤，任期三年。

黃世照現年六十歲，擁有香港中文大學學士學位，及倫
敦大學頒授的法律學士學位。他於一九七七年加入廉署擔任
調查主任，九六年晉升為助理處長，○六年被擢升為執行處
副處長。在今年一月退休前，一直出任執行處處長（政府部
門）一職。二○○○年獲行政長官頒授 「香港廉政公署卓越
獎章」，以表揚其出色領導及卓越表現。廉政專員白韞六表
示，黃世照是前廉署執行處處長，亦是服務執行處年資最長
的其中一員，在調查及管理方面均具備堅實和深厚的經驗。

◀一名上市
公司副主席
昨日在中環
長江中心地
庫停車場遭
伏擊扑頭受
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