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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賣電收益幫補本地用戶
【本報訊】中電和港燈下月起分別加價 5.9%和 2.9%，

中電的加幅已經連續第二年高於通脹。中電董事陳紹雄強調
，明年加價幅度維持在 2012 年的水平，公司已提高收費的
透明度。

對於有團體指出，中電的發電量高於本港市民需求，更
把過剩的電量售給內地賺錢。陳紹雄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解釋
，有關說法是誤會， 「整個電力系統講求供求平衡，發電與
用電量需要互相匹配，不能有千分之一的誤差，否則影響供
電穩定性，售給內地的電量只是公司的備用容量。」

陳紹雄認為，現時中電的備用電量只是超過30%，比例
不大，但可有效確保突發情況下的市民用電，而售賣給內地
可以減輕市民的經濟負擔。同時，他對開放電力市場引入更
多競爭者持保留態度， 「開放後首兩年電費可能會下降，但
監管模式出現變化，電費隨後可能會掉頭上升，已開放電網
的紐約和悉尼等城市的電費較香港貴逾倍。」他強調，目前
發電、輸電的一條龍模式是恰當的。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近年升
降機意外頻生，為保障市民安全，新《升
降機及自動梯條例》昨日全面實施。新條
例將引入新措施，加強從事升降機及自動
梯工程人員的規管，擴大法例的涵蓋範圍
及提高違例罰則。機電工程署亦正進行優
化升降機計劃，分三階段全面提升本港升
降機安全水平。

新的《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昨日正
式實施，除原有承建商及工程師制度外，
會引入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人員註冊制度
，以 「註冊工程人員」取代舊法例的 「合
資格工人」。註冊工程人員會獲發註冊證
書及註冊證，以識別身份，其名字亦會記
錄在 「註冊工程人員名冊」中，以備公眾
查閱，他們亦須每五年為註冊續期，確保
繼續符合註冊的要求。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表示，註冊制度可使政府有效監管工程人
員水平，政府亦有持續進修課程，幫助工
程人員取得註冊資格。

新例又擴大規管對升降機及自動梯有
管理權或控制權的人，加強他們對升降機
及自動梯安全的關注，符合 「共同責任」
原則，杜絕 「卸膊」。同時新令亦將違規
行為刑事化，除將罰款由以往 1 萬元增至

20萬元，違例者還會被判監，最長刑期為
12個月。

由於升降機每天使用次數頻繁，耗損
情況無可避免。機電工程署於2010年年尾
展開優化舊式升降機計劃，機電工程署工
程師吳德禧表示，優化計劃分三個階段進
行，第一階段是從政府部門做起，為期三
年，約可優化 650 部舊式升降機，希望以
先行者角色推動優化工程，第二階段是優
化大型屋苑和商業大廈的舊式升降機，第
三階段是舊式樓宇。

吳德禧續說，現時優化舊式升降機計
劃還處於宣傳階段，屬於自願性質，該署
亦會透過教育推廣，讓市民和業界知道優
化計劃的重要， 「以前升降機嘅 『門刀』
容易傷到老人家，如今採用 『二合一門刀
』，就唔會有呢個問題」。

吳續稱，優化升降機計劃是根據歐盟
國際標準進行，英國、法國等國家多年前
已進行優化舊式升降機計劃，由鼓勵性質
循序漸進到強制性優化，但機電署暫未訂
定時間表，希望以自願優化為主。政府亦
於去年推出 「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
升降機擁有人可透過計劃申請資助，進行
升降機優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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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介入國泰勞資糾紛
【本報訊】國泰工會醞釀發動工潮，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表示，就國泰勞資雙方明年加薪幅度的糾紛，勞工處
已介入處理，並主導一個會議讓勞資雙方磋商，冀處方可成
為橋樑，協助雙方溝通並收窄分歧，從而達成共識。他希望
，國泰勞資雙方可在聖誕節及新年來臨前解決爭議，確保航
空服務及旅客不受影響。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不滿資方提出加薪2%，由於資方
早前拒絕談判，工會決定發動工業行動，短期內按章工作或
提供有限度服務，如果資方仍然不願談判，工會會採取罷工
。工會承諾，不會在聖誕節期間罷工，但不排除在新年後採
取行動。在勞工處介入斡旋下，國泰勞資雙方將本周內進行
三方會談。張建宗昨日出席公開活動時表示，處方將主導會
議，讓勞資雙方磋商，希望雙方互諒互讓、縮窄分歧，從而
達成共識。

聲援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的職工盟表示，國泰資方從未
接觸工會，只是透過勞工處通知將於周三召開會議。工會要
求周五或之前有談判結果，資方要作出誠意讓步，否則有進
一步工業行動。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批評，國泰早前突然單
方面終止談判，並公布來年加薪幅度，是嚴重破壞勞資關係
，漠視工會的談判權利。

另外，張建宗將在後天出席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匯
報勞工處就標準工時的政策研究分析，並聽取議員的意見。
他表示，政府會成立專責委員會，成員包括勞資雙方、學者
等，讓委員會發揮平台的角色，深入、客觀地探討標準工時
，和整個政策方向應如何走。他強調，標準工時爭議性高，
政府持開放態度。

【本報訊】牛肉價格只升不跌，近
日零售價衝上每斤100元大關。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已經與牛肉零
售商及活牛入口商五豐行代表會面，但
對牛肉價格上升卻有不同說法，局方將
進行詳細調查，包括市場是否有彈性，
在引入供應商競爭後能否令價格下調，
暫時未決定是否開放市場。

過去半年，活牛批發價由約每擔
3,000元加至近4,000元，零售價目前高
達100元一斤。高永文昨日出席一個公
開活動後表示，較早前曾與零售商及五
豐行代表會面，雙方說法不一，有人指
現時是單一進口商壟斷，沒有競爭導致
價格持續上升；另一說法是內地需求殷
切，供不應求才是漲價主因。

高永文續說，政府將盡快就此進行
調查，深入了解內地活牛供應鏈的整體
情況，由農場到市場，研究市場彈性，
了解增加供應商競爭後，能否讓活牛供
應隨之而增加，以及價格是否會下調。
待完成調查後，了解內地活牛市場的實
際運作，才會決定是否開放市場。

食衛局發言人表示，綜合搜集到的
資料，導致新鮮牛肉價格高企的原因，
主要是由於內地活牛的供應緊張和需求
大增。在過去一年，內地和香港的新鮮
牛肉價格不斷上漲，內地新鮮牛肉批發
價的升幅和香港大致相若，內地零售價
升幅甚至較香港更顯著。政府將會進行
調查，掌握內地鄰近城市及本港牛肉價
格、質量、成本等資料，以作比對。

被問及會否考慮明年開放公立醫院
產科床位予 「單非」孕婦分娩，高永文
表示目前言之尚早，當局會不斷與醫管
局檢討公立醫院產科服務壓力，盡量增
加產科及兒科醫護人員的人手，招聘及
挽留醫護人員，再研究明年沒有 「雙非

」孕婦後，公立醫院及私家醫院的工作壓力，才決定下一步
如何調整。

另外，高永文昨日出席香港心臟移植二十載紀念儀式，
他說至今已累計百多名病人，心臟移植的成功率及存活率均
十分高。他希望有更多人能摒除傳統的想法，願意在死後捐
出器官，呼籲市民馬上到衛生署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中登
記，幫助器官衰竭病人。

【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本港自今年5月推行
「公私營協作放射診斷造影先導計劃」，針對四類癌

症新確診病患進行放射造影服務以來，已有941位病
人參與並完成計劃，縮短公立醫院放射造影服務的輪
候時間，亦為其他類型癌症病患騰出空位。近500位
參加計劃的癌症病患中，約90%對此感到滿意，80%
受訪者認為此計劃加快了治療進度。

現年 63 歲的李女士於今年 9 月在東區醫院確診
患結直腸癌（俗稱 「大腸癌」）後，在醫生介紹下參
與 「協作造影」計劃，確診第二天其個案便被轉介到
聖保祿醫院，為其安排放射診斷造影（簡稱CT），
第三天已接受CT放射，第四天其掃描結果已經電子
病歷交回公立醫院。

李女士目前正在接受第一期的化療。被問及如何
評價此計劃，她說： 「唔使錢，又快，好好。」記者
查詢聖保祿醫院得知，最平的 CT 掃描為 1,500 元，
而最平的磁力共振掃描（MRI）收費則為5,000元。

隨着本港癌症個案數目的不斷增加，醫管局需要
進行 CT 的病人個案由 09 年的 46 萬宗上升至今年的
53萬宗，需進行MRI的患者也由09年的10萬升至今
年的近 12 萬。為縮短公立醫院輪候隊伍，政府今年
首季度向醫管局撥款6,500萬元，推行 「公私營協作
放射診斷造影先導計劃」，全額資助部分癌症病人到
私家醫院接受放射造影檢查，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陳
金海介紹，此計劃初步評估可為5,000至6,000位病患
提供約15,000宗放射造影。

醫管局與五間私營醫院簽訂合約，為公立醫院新
確診的患有結直腸癌、乳癌、鼻咽癌及淋巴癌這四類
癌症病患提供CT及MRI，縮短了病人治療時間，亦

為其他類型的癌病病人騰出空位。陳金海介紹，
計劃於今年 5 月及 9 月分兩階段在醫管局各聯網推
行，截至 12 月，本港已有 941 位病人被轉介往私院
完成2,900宗CT和MRI造影。

陳金海介紹，以對放射造影需求最大的結直腸癌
為例，計劃推行前，僅半數公立醫院病患在一周內接
受CT或MRI，近九成患者需輪候四周才能接受CT
，亦有近九成病患需要輪候三周才能接受 MRI。
而公私營計劃推行後，大多個案可在五個工作天內
完成。

公私醫院協作CT又快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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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方俊明珠海十六日電】港珠澳
大橋海底隧道工程即將開始首節沉管的浮運、
沉放作業，最遲於明年 2 月前實施。中交港珠
澳大橋島隧工程項目總經理部今天透露，隨着
沉管管節一次艤裝施工的逐步推進，首批沉管
所用 GINA 橡膠止水帶展開拆裝檢驗；而包括
世界最大外海施工船 「津平1號」、 「津安1號
」、 「HY-17型錨」、 「起錨15」號及沉管浮
運導航測控系統、安裝拉合系統等一批重要專
業施工設備也已就位。

港珠澳大橋海中島隧項目首次嘗試以工廠
流水線方式，預製海底隧道所需33節沉管，其
中由五個節段構成的首節沉管 「E1管節」歷時
半年已預製完成。目前 「E1管節」正陸續完成
相關流程工序以達到 「出塢」標準，將被浮運
至約7公里之外的沉放區進行海底對接安裝。

沉管海底對接安裝，防水工作是關鍵。而
「GINA橡膠止水帶」安裝在管節端面的端鋼殼

上，是管節間止水的重要構件。近日首批沉管
管節所用GINA橡膠止水帶進行開箱檢驗，為其安裝
做準備。同時，對首批沉管節段接頭開始 「聚脲防水
塗料」噴塗施工，期間要求基層表面不得有灰塵，噴
塗時要防止雜物污染，以抵禦海底 50 米深處水壓，
確保大橋120年使用壽命。

此外，為沉管的浮運、沉放工程度身定製的世界
最大外海施工船 「津平1號」、 「津安1號」和用於
沉管安裝時安裝船繫泊和沉管定位的 「HY-17 型錨

」等施工設備也已就位。其中， 「津平1號」已投入
沉管隧道基礎施工並開始為沉管 「鋪床」，其拋石整
平船定位系統近日也順利通過駐地辦監理的驗收。而
目前世界運輸橋隧組件能力最大、功能最先進的施工
專用船舶 「津安1號」，中國首創的沉管安裝船 「津
安2號」，國內首艘大馬力全回轉式錨艇、沉管浮運
安裝專用船舶 「起錨 15 號」陸續進場，標誌着隧道
施工核心裝備群基本建立。

海底隧道由33節沉管組成

港珠澳大橋全長約 50 公里，整體工程耗資超過
700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主體工程 「海中橋
隧」長約 35.6 公里，2016 年建成後將成為世界最長
的跨海大橋。 「海中橋隧」又分為橋樑工程和島隧工
程兩部分，其中橋樑工程長約 22.9 公里，包括青州
航道橋、江海直達船航道橋、九洲航道橋等三大主橋
，目前九洲航道橋已率先實現海上動工。

「風帆」 造型主塔重近千噸
由於大橋橋樑工程全部屬於海上作業，海上風浪

大，而工程質量又要求非常精準，再加上環保方面的
要求高、工程規模大，這使橋樑工程建設面臨 「世界
級難題」。大橋主體工程橋樑試樁工程項目副經理陳
永青表示，橋樑工程主要有鑽孔灌注式、鋼管複合式
及鋼管打入式三種，因大橋所經海域水深6至7米，
最深達 20 多米，估計鑽孔灌注將成為主要的立樁方
式，其他兩種為輔。

橋樑工程 CB05 標段九洲航道橋 「206 號墩鑽孔
樁」日前正式開鑽，標誌着港珠澳大橋主橋墩施工正
式拉開序幕。 「206號墩鑽孔樁」達22根，鑽孔直徑
2.5米，鑽孔深86米，採用國內鑽孔直徑最大、鑽孔
深度最大的 KTY4000 鑽機。據介紹，作為港珠澳大
橋三大主橋之一，九洲航道橋科技含量非常高，主跨
設單孔雙向通航，全長693米；採用塔、樑、墩固結
體系， 「風帆」造型的主塔重達954噸，採用整體堅
轉的施工方案。

橋樑混凝土工藝內地首創
同時，目前CB05標段在橋樑工程中也率先完成

了全橋首個永久混凝土結構─首塊預製橋面板的澆
築施工。為達到大橋120年設計使用壽命的建設目標
，橋面板全部採用環氧塗層鋼筋和C60高性能混凝土
，混凝土入模溫度嚴格控制在 28 度以下，這在國內
均尚屬首次。

首塊預製橋面板縱橋向長4米，橫橋向長15.8米
，澆築混凝土共計21立方米，目前已全面展開2,500
餘塊橋面板預製工作。大橋橋樑工程CB05標項目經
理譚國順表示，以九洲航道橋為主標誌的CB05標段
，施工合同金額高達37.39億元，預計到2015年上半
年率先完成主要結構，到2016年全面竣工。

港珠澳大橋橋樑工程建設取得新突破
。繼九洲航道橋 「預製承台」 鋼管樁插打
之後，主橋墩 「鑽孔樁」 日前順利開鑽，
採用國內鑽孔深度最大的鑽機作業。同時
，全橋首個永久混凝土結構─首塊 「預
製橋面板」 也完成澆築施工，相關鋼筋和
混凝土工藝的120年壽命技術在國內尚屬
首次；目前已全面展開2,500多塊橋面板
預製工作，以確保大橋工程各項目標建設
的如期完成。

【本報記者方俊明珠海十六日電】

升降機新例擬加重罰則

【本報訊】對於有報道稱，當
局原留用作興建私立大學的粉嶺皇
后山地皮將改變用途興建住宅，發
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不會評論報
章的揣測，尤其報道涉及施政報告，
有關詳情可留待下月公布的施政報
告。在施政報告醞釀階段及不同階
段的討論，都不適宜評論或披露。

關於何東花園問題，陳茂波表
示，已與業主法律代表聯絡，暫未
會面作進一步商討。

至於有指陳茂波太太擁有的公

司在買家特別印花稅推出前，進行
物業交易。陳茂波說，太太已於 8
月出售公司全部股份，該公司之後
的商業活動，一概與太太及自己無
關。

問到特首梁振英赤柱舊居僭建
問題，陳茂波說，屋宇署已視察及
交代，沒見到有僭建物，或傳媒報
道的僭建物。對於大廈牆身有氣窗
，陳茂波表示，署方已聯絡同一大
廈其他業主，了解情況後，會再向
公眾交代。

皇后山地皮用途下月公布

▲ 港珠澳大
橋橋樑工程
CB05 標九
洲航道橋主
橋墩順利開
鑽
本報記者
方俊明攝

▲港珠澳大橋首批沉管管節一次艤裝施工逐步推進，即
將浮運、沉放作業 本報記者方俊明攝

▲陳茂波（右五）出席《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啟動禮
實習記者鄧碧輝攝

▲大腸癌患者李女士（右）現身說法
本報記者張媞攝

▲ 醫管局高
級行政經理
陳金海

本報記者
張媞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