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接任人選揭盅，衛生署昨日公布
，現任總監曾浩輝將於下周六離任，由現任監測及流行病學處
主任梁挺雄（左圖）於同日接任。曾浩輝表示，離職決定是經
過深思熟慮，最捨不得一班 「抵得諗」 的同事，任內最難忘沙
士，曾為此留下男兒淚，他形容接任人梁挺雄 「比我更有經驗
」 。

本報記者 林丹媛

梁挺雄接任防護中心總監

中旅免費派相片檢測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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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原定發展為沙中線列車廠
的大磡村地皮，自去年方案遭擱置後一直未定用途。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陳婉嫻昨日邀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視
察大磡村，並建議在該處興建 「創意電影工業園」，支援本
地香港電影業。蘇錦樑透露，規劃署將於下月就大磡村發展
計劃諮詢黃大仙區議會。

上世紀片場林立的大磡村有 「東方荷里活」之稱，亦是
香港電影最早發源地。2001 年大磡村被清拆後，一度被計
劃用作港鐵沙中線列車廠，但在區議會及居民反對下，港鐵
去年決定將列車廠選址改為紅磡貨運站，大磡村地皮的具體
用途仍待確定。

陳婉嫻昨日聯同電影界、藝術界及建築界代表，邀請蘇
錦樑視察大磡村，並建議原址保育 「大磡村三寶」，即是已
故影帝喬宏故居、前皇家空軍飛機庫及機艙堡，重塑大磡村
街道，興建 「創意電影工業園」，將大磡村打造為以電影保
育為主題的的香港文化新地標。

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吳思遠表示，本港租金昂貴，
該會雖致力開班培訓業界人才，但一直難覓合適地方。他希
望當局活化大磡村為香港電影文化基地，提供足夠場地給電
影團體舉辦電影活動，包括開會、培訓及展覽電影業歷史。
他強調，業界早於六、七年前已提出有關建議，希望政府盡
快拍板，促進本地文化創意事業發展。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副
教授鄭炳鴻指出，新蒲崗有大量文化藝術團體，由於工廈活
化而面臨迫遷，大磡村將來可為這些團體提供工作室。

嫻姐倡大磡村建電影工業園

梁挺雄在愛爾蘭都柏林大學醫科畢業，1984 年
加入衛生署，現時是衛生防護中心監測及流行病學處
主任，曾處理多宗重要事件及政策，包括 2006 年
「領錯遺體燒錯屍」事件。曾浩輝稱梁挺雄在傳染病

、非傳染病、中醫中藥及公共衛生行政方面均有涉獵
，經驗豐富，相信他能帶領中心。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在另一場合回應時稱，對梁挺雄擔任衛生防護
中心總監很有信心，相信他能令中心團隊合作，做好
傳染病及非傳染病方面的工作，與醫院管理局、私家
醫院與食物及衛生局合作。

捨不得「抵得諗」同事
曾浩輝昨日與傳媒話別時表示，兩年前已有離任

想法，對於外傳他與高永文不咬弦，他稱高永文是
「Very good person（非常好的人），攬住佢來錫

都得」。他說離任後，不會加入藥廠或私家醫院等工
作涉及政府利益衝突的機構，但一年 「冷河期」過後
，政府如有需要，他在道義上會再加入幫忙，因為

「積落唔少感情，亦欠落唔少人情」，但對出任問責
官員，他稱自己 「唔係呢方面材料。」

至於會否效法前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跳出香港
加入世衛等國際組織發展，他笑說日內瓦雖然風景美
麗，但消費水平高，而且在當地 「舉目無親」。他稱
離任後，會先往旅行、陪伴家人、做義工、 「將雜碎
念頭整理」。在衛生署服務 20 年、剛獲頒發 「老人
牌」的曾浩輝說，最捨不得一班 「抵得諗」、 「唔會
托手㬹」的同事。

談及任內最難忘事情，他說是沙士，因為不單是
醫療衛生問題，而是整個社會都停頓下來，人心惶惶
，雖然是一場痛苦經歷，但也為香港防疫工作帶來轉
變，包括成立衛生防護中心、加強與內地溝通等。明
年是沙士 10 周年，曾浩輝說，雖然不知道有多少市
民願意回憶起這段經歷，但自己於每年3月，都會到
當年的首個社區爆發點淘大花園走一趟。而衛生防護
中心成立至今，能力上增強不少，令他感到安慰。

有 「傳媒之友」之稱的曾浩輝，昨日也幽默回應
何時結束 「王老五」生涯，他說： 「要睇緣分，唔係
買冷氣機或電視，唔可以話一定要高清或36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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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實習記者楊致珩報道：今年除夕倒數
煙火匯演將移師灣仔舉行，首度以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作為匯演的焦點。這是本港歷年最大規模的除夕倒數
煙火匯演。本次煙火匯演歷時8分鐘，首次結合海面
及陸上的6幢大廈，製造三層煙火效果，並首次加入
聲效，發放時會伴隨如 「爆竹」、 「口哨」聲音。旅
發局預計將有四十萬人觀看。另外，今年全年訪港旅
客料達到4,800萬人次，按年增長約15%。

煙火伴音樂海陸同上演
今年除夕煙火匯演規模歷年最大，歷時8分鐘，

6幢灣仔區建築物參與匯演，包括會展、海港中心、
入境事務大樓、稅務大樓、合和中心及夏慤大廈，屆
時煙火將會分成三層，分別從維港海面延伸至會展的
樓頂及其餘 5 座建築物的樓頂發放。尖沙咀 K11 亦
將加入，於樓頂發放鐳射燈光，與對岸的煙火互相

呼應。
除夕晚 11 時起，每隔 15 分鐘，6 座建築物將分

別於樓頂發放象徵不同意義的 「許願流星」。2012
年的最後一分鐘，會展外牆上的巨型熒幕將進行倒數
。最後 10 秒，灣仔區其他 5 座大廈樓頂逐一發放 10
至1的數字圖案煙火。元旦零時零分，煙火伴隨音樂
海陸同步上演。香港文化中心、 「星光大道」一帶的
尖沙咀海旁及中環碼頭均是最佳觀賞位置。

旅發局主席田北俊表示，今年總花費1,200萬元
，較去年增加350萬元，當中一半由旅發局支出，其
餘由新世界發展贊助。費用增加除了因為通脹外，主
要因為時間加長一倍，海陸結合，橫向看角度大了很
多，形容是物有所值。他說香港剛榮獲 CNN 選為
「全球十大擁有最具特色出席活動的城市」之首，相

信今年轉播該次活動的國家和地區將會增多。
國慶煙花期間發生南丫海難事件，有團體建議在

除夕煙火倒數加插默哀程序，田北俊指，曾與政府商
討，但認為應向前看，迎接新的一年。海難不是發生
在表演現場，屬於交通意外，今次海事處將派人維護
秩序和安全。

另外，今年首11個月訪港總人次達4,380萬，田
北俊稱，有信心全年可錄得4,800萬人次，按年增長
約 15%，遠高於預期的 5.5%。12 月在臨近聖誕節的
帶動下，旅客消費較10月、11月更佳。

康文署將於除夕夜在沙田公園、沙田大會堂廣場
及城市藝坊舉行倒數嘉年華，嘉年華在晚上8點半開
始，至元旦凌晨零時十五分結束，免費入場。屆時將
有首創 「一分鐘內完成最多組巨型瞬間轉移魔法」健
力士世界紀錄的魔術師李行齊，多名歌手、亞洲跳繩
比賽冠軍、夏國璋龍獅團等進行表演。在倒數時刻亦
有煙火匯演，於沙田大會堂及沙田公共圖書館的上空
發放。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天氣轉冷，最易引
發流感。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曾浩輝表示，未來一兩個
月是本港流感高峰期。他亦表示，除接觸有關H5病
毒的實驗室人員外，一般市民毋須接受注射H5流感
前期疫苗。而中心截至14日止，本港錄得1,445宗猩
紅熱呈報個案。

曾浩輝昨日在傳媒茶聚會後表示，本港流感高峰
期將會在一月或二月開始，目前病毒株和疫苗仍然脗
合，預計疫苗足以應付需要。

曾浩輝亦表示，關於衛生署轄下科學委員會昨天
建議，從事病毒實驗室裡的員工，接種前期H5禽流

感疫苗，主要是這些人員在工作環境中長期接觸病毒
，感染風險較一般人大，注射疫苗有保護作用，涉及
人士為幾十人。但科學委員會並不建議普通市民注射
H5禽流感預防針，因目前本港未有出現H5大流行情
況，現在接種未必可以應對將來H5流行病毒。

曾浩輝續說，在香港有幾種傳染病要特別留意，
包括抗疫性細菌、耐藥性結核菌，亦須留意一些新發
的傳染病，例如新型流感及最近中東出現的新型冠狀
病毒。其他尤其針對小朋友的腸病毒感染，愛滋病及
登革熱，亦須特別留意。

而在1,445宗猩紅熱呈報個案中，病人年齡介乎

1個月至59歲，89%患者是10歲以下兒童。大部分個
案出現輕微病徵，特徵與過去數年所呈報的個案相似
。截至本月十四日，錄得一宗猩紅熱死亡個案及9宗
猩紅熱引致併發症的嚴重個案，包括5宗中毒性休克
個案、2 宗敗血性休克個案、1 宗休克個案和 1 宗敗
血病個案，受影響人士為六男三女，年齡介乎2至17
歲。中心亦錄得31宗院舍爆發個案，共有69人受影
響。

本地對抗生素耐藥性的監測顯示，今年分離出的
甲類鏈球菌當中，約60%對紅霉素呈耐藥性（並預期
對阿齊霉素及克拉霉素同樣有耐藥性）；而所有的甲
類鏈球菌細菌株，均沒有對盤尼西林出現耐藥性，因
此盤尼西林或第一代頭孢菌素應用於治療出現猩紅熱
病徵的病人。

本年錄得1445宗猩紅熱

【本報訊】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討論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公眾諮詢顯示，市民支持推行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而且亦確立 「按量收費」的大方向，但
有關問題複雜及具爭議性，不可以一步到位，要廣泛凝聚共
識才作決定，未來將展開公眾諮詢。黃錦星在昨日的會上表
示，由於市民支持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亦確立 「按量收
費」的方向，故政府希望加入經濟誘因，促使市民和工商界
減少廢物。而諮詢顯示，市民關注收費水平、收集垃圾的制
度改變、關閉垃圾站及非法棄置等問題，政府未來會諮詢市
民，再確定實施方案。黃錦星亦表示可考慮設立緩衝期，但
需要視乎是否可行及有效。

【本報訊】記者汪澄澄報道：本月 10 日
起，本港市民申請回鄉卡時繳交的相片開始實
行新規格，為使本港提供證件照服務的營業者
盡快適應，中旅社花費 12 萬元人民幣訂購了
100套相片檢測單機版軟件，將於本周四起，
免費向各辦證點周邊的照相館派發，並提供相
應培訓。香港中旅（集團）有限公司證件業務
部副總經理蘭海濤強調，中旅社會盡力幫助業
界盡快適應，澄清絕非企圖壟斷。

為配合內地推行新電子版護照，由本月
10 日起，本港市民申請回鄉卡時，須將證件
照燒製在光盤內提交，並對照片尺寸、人臉大
小、頭像與邊框間隔、色調及人物髮式等都有
了更多要求。新措施實施以來，香港攝影業界
未能及時熟識和掌握新規格，一些市民需要多
次前往照相館重新拍攝相片，有照相館因多次

嘗試都未能符合要求而只能退錢了事。
有鑑於此，港中旅證件部花費 12 萬元人

幣訂購了100套相片檢測單機版軟件，包括一
張碟和一個加碼的 USB 裝置。蘭海濤表示，
軟件前晚剛到港，將從本周四起，免費向各辦
證門市周邊提供證件照服務的營業者派發，也
會拿出一定數量委託攝影業商會代為派發，若
數量不夠，會再訂購，此外，港中旅並會提供
免費軟件操作培訓。

助業界適應非壟斷
對於近日有傳媒形容港中旅企圖壟斷市場

，蘭海濤澄清說，絕對沒有這樣的情況，稱推
行有關措施，完全是因應內地有關部門要求，
而新規定的原意是提升回鄉卡的科技含量，防
止造假，增加對持卡人的保障。他又說，近日

與攝影業商會就此事溝通，雙方達成共識，港
中旅向照相業界提供證件相新規範的各項參數
，而今次免費派發檢測軟件，也得到商會的肯
定。蘭海濤又強調，現在在內地和澳門，有關
檢測服務都需收費，如在澳門，檢測需要2元
人民幣，修改需要8元人民幣，但港中旅不會
在港推廣收費的檢測。

港中旅證件業務部高級經理黎錫明，並向
記者現場演示如何使用檢測軟件，他表示，檢
測軟件的操作簡便，只需打開軟件，將一張證
件照載入，軟件便會提示該照片是否符合規格
，若不符合，並會以文字說明具體需要修改
什麼，如 「頭頂高度不符」、 「色調偏藍」
等。此外，港中旅網站上也有對新規格的詳
細說明。

黃錦星：垃圾徵費需有共識

【本報訊】受冷鋒影響，本港昨日天氣顯著轉冷，氣溫
跌至攝氏 15 度，天文台發出今年入冬以來首個寒冷天氣警
告。天文台預測，今日最低只有 12 度，之後會稍為回暖，
但下周二聖誕節當日天氣寒冷，預測氣溫只有13至15度。

受一道冷鋒橫過廣東沿岸地區及與其相關的冬季季候風
影響，市區溫度由昨日早上的 20 度，逐步下降至傍晚的大
約 15 度，其中長洲及荃灣更降至 13 度，天文台於下午 4 時
20分發出寒冷天氣警告。天文台預測今日早上仍然寒冷，市
區最低氣溫約1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溫約16
度，吹清勁偏北風。天文台預料，隨後一兩日早上天氣清涼
，隨着另一股強烈冬季季候風將於周末抵達華南，星期日及
下星期一再次轉冷，呼籲市民多加留意。

入冬首發寒冷天氣警告

▲今年除夕倒數煙火匯演將移師灣仔舉行，首度以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作為匯演的焦點

◀煙火匯演歷時8分鐘，首次結合海面及陸上的6幢
大廈，製造三層煙火效果，並首次加入聲效

▲曾浩輝表示離職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最捨不
得一班 「抵得諗」 的同事 本報記者林丹媛攝

▲陳婉嫻（左二）昨日邀請蘇錦樑（左三）視察大磡村

▲港中旅證件業務部副總經理蘭海濤介紹回鄉證
照片新規格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