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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展電腦節頭3人賞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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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劉亞斌蘇州二十三日電】立秋時節剛過
，陽澄湖大閘蟹經過最後一次脫殼之後，也正處於卯
勁長膘的衝刺階段。陽澄湖大閘蟹協會會長楊維龍表示
，今年大閘蟹在內地預計 9 月下旬開湖捕撈，產量在
2300 至 2500 噸之間，價格與去年相比略有漲幅。由於
大閘蟹在港銷售時間較長，預計 10 月中下旬陽澄湖大
閘蟹在港將批量上市。

據了解，前不久剛經歷過颱風 「海葵」，不少市民
關心陽澄湖大閘蟹有沒有受此影響，楊維龍表示只是小
範圍內受點影響，部分圍網被風撕破，但總體問題不大
。去年港澳地區共有100噸左右的陽澄湖大閘蟹上市。
而今年由於餌料、勞動力、運輸費用等因素的影響，截
至目前，大閘蟹出口港澳地區的數量需到九月中旬才可
確認。

針對目前在網上開展的陽澄湖大閘蟹預定大戰和
「紙券」的再次風靡，楊維龍表示，對網絡銷售的低價

蟹券，陽澄湖大閘蟹行業協會確實提出質疑並約談了其
中的6家蟹商，這是對品牌的保護和廣大蟹農勞動地位
和勞動成果的維護。陽澄湖大閘蟹不是陽澄湖的，不是
蘇州的，是全球華人的，所以才對極低的價格、不可思
議的價格感到驚訝。

陽澄湖大閘蟹10月供港

【本報訊】記者夏盧明報道： 「香港電
腦通訊節 2012」今日正式開鑼，這是繼上
星期開幕的 「深水、灣仔腦場夏日電腦節
」後又一電腦業盛事。兩大電腦節正面交鋒
，主辦方和參展商家自然是使出渾身解數，
推出派現金券、抽獎、限量筍貨等招數吸引
消費者。各種筍任君選擇，電腦迷自然最
開心。

一元板腦每日一部
「香港電腦通訊節 2012」首次推出

「賞得金」計劃，每天向頭三百名人場人士
派發現金券，每天前三名入場人士將獲派一
千元現金券，之後五人獲派五百元現金券，
再之後的二百九十二名人士將獲發五十元現
金券。想數記得早點去排隊啦。

為杜絕排隊黨，會展禁止展商售限量品
，但這次會展破格容許售賣已申報限量筍貨
。這次破格也要求大會提高購買門檻，場內
特設 「潮筍廊」，市民必須在十點入場後，
在單張收據內購滿五百元，並憑單據和號碼
籌，在當日下午一時至一時半到 「排隊區」
取得認購證，方能購買心儀貨品，包括每日
限量一部的一元平板電腦Nexus 7。

各參展商都將大減價出售展品，亦有
利用最新技術吸引消費者的商家。Lenovo
展台屆時將推出全球最輕的 14 吋 Ultrabook
， 但 只 限 量 預 售 十 部 ， 每 部 價 格
HKD15288 起。Bloody 滑鼠也是首次在港
亮相，該滑鼠加入新技術，能在打射擊遊
戲時抵銷後坐力自動壓槍，遊戲迷是不能
放過它了。

【本報訊】實習記者吳卓峰報道：保釣船 「啟豐二
號」船長楊匡及保釣行動委員會陸上總指揮陳裕南，昨
日出席一電台節目訪問時憶述保釣勇士前往釣魚島的艱
苦旅程，但對成功登島並造成社會強烈回響，感到欣慰
。陳裕南表示，保釣成員將要求中央政府協助他們向日
本索償；同時亦考慮聘請律師，控告日本政府非法拘留
保釣勇士。

保釣勇士楊匡及陳裕南昨日出席本港一電台節目，
談論 「保釣」過程及未來計劃。二人謙稱今次能成功保
釣返港，是 「撞彩撞番嚟」。他們認為未來保釣行程將
會更艱難。

陳裕南表示，保釣船成功離開香港水域前往釣魚島
的原因，在於保釣行動委員會洞悉本港水警的檢查程序
，反鎖駕駛室大門，令水警無法控制船隻。他表示：
「今次我們特意於駕駛室及引擎室換上四把鋼鎖，並訛

稱遺失鑰匙，令他們不能控制保釣船。」
身為船長的楊匡則稱，旅程中具最大責任是保障各

成員安全，曾計劃於必要時寧可棄船亦要保障成員的性
命安全。另一方面，他憶述保釣船途經台灣幾個無人小
島時，遭台灣當局刁難，對此感到十分失望。他表示：
「台灣當局將保釣船視作大陸漁船，迫令我不能取道台
灣水域返港。令我們要多花至少五小時才能返抵本港。」

保釣勇士將向日索償

馬尼拉人質事件兩周年
，部分傷者和死者家屬昨遊
行到菲律賓駐港總領事館，
要求道歉賠償和為事件負責

。他們指，領事館只一直說會跟進，但沒任何承諾
。若一拖再拖，他們不排除在兩個月內再到領事館

，甚至再到馬尼拉，與菲政府交涉。保安局局長黎
棟國和特首辦主任邱騰華今天會與他們會面。

下顎中槍的易小玲、手部中槍的陳國柱、倖存
團友李瀅銓、殉職領隊謝廷駿的兄長謝志堅和弟弟
謝志恒，昨晨遊行到菲領事館門外，為慘劇死者默
哀後交請願信，領事館派員接信。謝志恒表示，領

事館人員表示會向菲政府跟進，但多次強調自己權
力有限，沒作任何承諾。謝志堅表示，一直提出四
點要求，包括基本道歉、對傷者和死者最基本賠償
、菲政府處分涉及事件的官員，以及改善當地旅遊
安全。他說，早前兩度申請法援控告菲政府，但法
援署以不合理為由拒絕申請，他們已即時提出上訴
，案件排期十月十二日在高院審理。

慘劇過後，各人有新生活。謝氏兩兄弟說，家
人的生活回復正常但不會放棄追究負責。易小玲說
，經常發噩夢被困旅遊巴，兩年來曾接受二十多次
矯形手術，十月會再做一個大手術，好想放棄：
「不停做手術都不知何時才到頭，何時先回復正常

人。」幸好，身邊的親友，甚至是不認識的人，都
不時鼓勵她要堅強生活，令她很安慰，亦希望特區
政府提供協助、討回公道。手部中槍的陳國柱就指
，手部功能有好轉，但右手的觸感仍不理想，很多
細微動作都不能做，執拾地上硬幣都有困難，要用
左手協助。

頭部受硬物撞擊的梁頌學（Jason），仍在屯門
醫院留醫。曾為Jason做手術的屯門醫院腦神經外科
部門主管方道生表示，Jason每日都做物理治療，康
復進度良好，可在攙扶下步行五十米，亦可應付簡
單對答，Jason和媽媽都希望平淡生活，方道生希望
外界默默祝福兩人有幸福的生活。

痛失父母的汪綽瑤，在文憑試中表現理想，因
受兩名記者啟發，將修讀大學新聞系課程，畢業後
做實事貢獻社會。

【本報訊】曾為名人鍾楚紅亡夫朱家鼎進行針灸的
執業中醫師馬少榮被衛生署調查。五名病人接受馬少榮
針灸或其他治療後，懷疑染上庫欣氏症候群，及出現其
他不良反應，而庫欣氏症候群是長期使用高劑量的類固
醇引致。署方已將個案轉介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考
慮是否採取紀律行動。

衛生署在上月底及本周二接獲五宗懷疑庫欣氏症候
群個案呈報。五名病人三男兩女，年齡介乎八至三十五
歲，署方初步調查顯示，五名病人全部患有皮膚病例如
濕疹、牛皮癬或出現脫髮問題，他們接受油麻地執業中
醫馬少榮針灸或其他治療後，先後出現不良反應，遂向
其他醫護人員求醫，被診斷為患上庫欣氏症候群，或腎
上腺皮質功能受抑制而阻礙發育。

衛生署指，庫欣氏症候群是長期使用高劑量的外用
類固醇所引致，受影響人士會出現圓臉、身體毛髮增生
、身軀過胖、膚質轉變、血壓增高和血糖水平不正常。
腎上腺皮質功能不全的徵狀可能包括慢性疲勞、噁心、
嘔吐和體重減輕。受影響的兒童亦可能出現發育緩慢。
腎上腺皮質功能不全可由部分藥物引起，如長期使用類
固醇。

衛生署在七、八月曾兩次到該中醫師診所調查，未
有發現類固醇類藥物，該中醫師現時已經停診。經國家
中醫藥管理局證實，針灸本身不會引起上述疾病。但署
方已將個案轉介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查看有否需要採取
紀律行動。署方已設立熱線電話二一二五一一三三供市
民查詢。

皮膚科醫生史泰祖表示，中醫是不可以處方類固醇
醫皮膚病。針灸是不會導致庫欣氏症候群，有這種症候
群是要進食大量類固醇導致。而類固醇是要由西醫處方
，其他人處方則屬於違法。

易小玲：被困旅巴噩夢不斷

五人針灸後現不良反應
安達臣道平整工程是現時全港最大的平整工程，平整工

程需要將近二十公頃的礦石場夷平，用作興建公共房屋及其
他社區設施。土木工程署表示，逾六成的平整工程已完成，
去年十月完成第一期土地平整，其中六公頃公屋用地交予房
屋署，現已開始打樁工程，另有一公頃用地交予水務署做渠
務工程。餘下的十三公頃用地也將在明年中交給房署。整個
平整工程預計在二零一四年完成。計劃落成後，建成的公屋
單位約有一萬六千一百個，在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分階段
容納四萬八千人居住。

採用新式靜音鑽孔機
整個平整工程需移除工地中二百六十萬立方米的岩石，

要進行大約一千八百多次爆石工程，但地盤鄰近秀茂坪、
寶林，距離最近的民居只有五十多米，駐地盤工程師吳雲
龍表示，爆破最大的難度是減低噪聲對鄰近居民的影響，爆
石工程採用了兩部新式的靜音鑽孔機，可減低噪音約十個分
貝，附近民居測得的聲浪都符合法定要求。另外，工程廣泛
使用節省成本的加筋擋土牆，成功使建造擋土牆的成本減低
三成。

除了技術層面解決工程問題，施工單位還首次設立專職
負責與市民溝通的居民聯絡小組，解決居民的投訴。駐地盤
工程師何佩欣笑言自己是 「公情師」，負責搞好與居民的公
共關係。為了順利進行工程，何佩欣會通過不同的渠道加強
與市民的溝通，讓市民了解工程進度。何佩欣說，曾經有一
位居民經常用粗口打電話到工地投訴，但經過溝通解釋，他
已能諒解，還稱讚他們的工作。何佩欣表示，經過幾年的交
往相處，她和不少居民都成為朋友， 「不少太太在我未結婚
時就說要幫我介紹，現在我結婚了，她們又說要傳授我生子
秘笈。」

公屋需求日增，但建屋用地難求，佔地二十
公頃的安達臣道礦石場將變身公屋用地，興建一
萬六千個公屋單位。地盤已完成六成平整工程，
首批六公頃房屋用地已交付房署，明年中將全部
移交。工地鄰近民居，大量的爆石工程考起專家
，採用新式靜音鑽孔機、加強與民眾溝通，一千
四百多次爆破僅接三十四宗投訴。

本報記者 曾敏捷

安達臣道地盤平整工程資料
工程開始日期

預計完工日期

工程面積

工程合約金額

預計爆石次數

預計興建公屋單位

預計可居住人口

2008年1月

2014年

20公頃

20億元

逾1800次

16000個

48000人

【本報訊】實習記者蔡加怡報道：本港的病毒性腸
胃炎今年提早於夏季爆發，確診個案較去年同期暴增五
倍，單在本月內已錄得五十五宗感染。衛生防護中心總
監曾浩輝昨日表示，腸胃炎出現新病毒，估計高峰期會
維持最少一至兩個月，由於病毒傳染性高，加上臨近開
學，呼籲學校及家長要特別注意。

俗稱諾沃克病毒的諾如病毒，是引發病毒性腸胃炎
的主要病毒，通常在冬季才出現，但今年罕有地於夏天
提早爆發。曾浩輝稱，往年夏季錄得由病毒引發的腸胃
炎個案，通常不超過十宗，但今年七月已錄得十五宗院
舍爆發個案，八月更錄得最少五十五宗，當中二十四宗
屬於諾如病毒，去年八月則只有四宗爆發涉及諾如病毒
。急症室及私家醫生的求診人數也急升兩至三倍。

最新一宗爆發在東區醫院一個臨床腫瘤科病房，自
本月十日起，三名六十六至九十九歲的病人及七名職員
，先後出現急性腸胃炎病徵，三名病人在病毒測試證實
全部對諾如病毒呈陽性反應。十名感染者中，兩名職員
正休假，其餘五名職員及三名病人已康復。

曾浩輝稱，暫未確定病毒性腸胃炎今年提早爆發的
主因，但早前發現諾如病毒流行的型號轉變，出現新的
病毒株，估計市民對新病毒沒有抵抗力，導致更多人感
染，但幸好病人的病情未見特別嚴重，大多是肚瀉、嘔
吐等。

本港在零六年曾經歷諾如病毒變種，導致腸胃炎提
早在夏季爆發，學校出現二、三百人集體感染。曾浩輝
預計病毒性腸胃炎高峰期會維持多一、兩個月，不排除
延續到十一、十二月，與冬季流感高峰期重疊。由於中
小學及幼稚園尚有不足兩星期開學，他提醒學校與家長
注意，病毒傳染性極高，少量病毒已可造成感染，患者
嘔吐物要特別加強消毒。

病毒性腸胃炎飆五倍

▲安達臣道發展計劃正進行地盤平整及相關基建工程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安達臣道地盤爆
石工程聲浪符合法
定要求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本報訊】規劃署和土木工程拓展署
昨日表示，就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
程研究，為回應受影響居民及公眾人士的
訴求，當局決定延長第三階段公眾參與活
動至九月底。政府正檢討現行賠償及安置
政策，為實施新發展區計劃的大型基建項
目而須進行遷拆時，作出更妥善安排。

因應粉嶺居民大會居民較早前提出的
意見，當局將於下月二十二日下午，在粉
嶺聯和墟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
文中學舉行論壇，聽取居民及關注有關研
究的公眾人士的意見。

當局理解當區受影響居民的訴求，並
希望繼續與居民保持理性溝通。待公眾參
與活動完成後，當局會就所收到的意見，
進一步改善建議發展大綱圖，並進行詳細
的技術評估及制定詳細發展藍圖。研究預
計明年年中完成。

【本報記者方俊明珠海二十三日電】繼珠澳口岸人
工島、海中島隧工程動工後，港珠澳大橋的橋樑工程也
獲新突破。大橋管理局副局長余烈今天透露，橋樑工程
已經完成招標任務，施工單位已經進場，預計很快開工
，標誌大橋真正進入全面開工建設的階段。儘管香港
段工程工期因環評案有一定的影響，但非常有信心大橋
能在二○一六年如期全面完工。

余烈在珠海舉行的 「從橫琴視角看粵港澳區域經濟
一體化發展論壇」上接受大公報提問時表示，作為粵港
澳三方政府共同組建成立的港珠澳大橋主體工程建設的
主體單位，大橋管理局承擔港珠澳大橋從粵港分界線到
人工島的建設任務。大橋施工共分六個標段，繼珠澳口
岸人工島最早動工之後，海中島隧工程也接開工，海
底隧道暗埋，東、西人工島工程均正在加快推進，計劃

今年十二月份要安裝第一個沉管管節，之後將每個月放
一個管節，到二○一六年安裝完畢。

他透露，大橋整個工程中的重要節點 「橋樑工程」
也已經完成招標任務，施工單位已進場，預計很快開工
，屆時大橋將進入全面開工建設階段， 「爭取用三年時
間把橋樑建成。」

對於香港段環評案會否拖慢大橋的整體建成進度，
余烈回應稱： 「對於因為環評案帶來的影響，我個人覺
得比較惋惜，因為工期受到一定的影響，後面按照進度
加快建設的話對於工期來講有一定壓力，而且也增加了
相應費用，但相信香港政府會加快工期來推進。」他認
為，這個環評案對大橋進度的影響還是有限的，對於港
珠澳大橋的全面工程在二○一六年如期完工， 「我們還
是非常有信心的」。

◀曾浩輝擔
心病毒性腸
胃炎九月會
在學校爆發

實習記者
蔡加怡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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