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大校園仍有不少空置土地
，包括大學港鐵站對出、鄰近
沙田凱悅酒店旁的土地

▼大學四年制和遠景規劃，成了
中大校園近年大興土木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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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團涉違規經營要徹查真相 小心馬肉意粉港超市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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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新春內地赴港旅遊熱潮已接近
尾聲，但遺留下來的問題卻餘波未了，
其中，「世通旅遊」內地客 「巴團」 的
醜聞，再一次暴露了本港旅遊業仍存在
「害群之馬」 以及監管是否 「到位」 的

事實，值得當局和業界團體關注，不能
容許香港「旅遊之都」的盛譽再受損害。

事實是，儘管近年特區政府和旅遊
業界已經採取了不少監管措施，但 「道
高一尺，魔高一丈」 ，眼前蛇年新春內
地赴港旅遊大旺，一些無良之輩又乘機
四出 「搵食」 ，而且手法越來越 「蠱惑
」 ，如此次 「巴團」 ，港方接團旅行
社名為 「世通旅遊」 ，但疑與此相關的
「世通假期」 卻否認接過這個團，亦聲

稱與 「世通旅遊」 無關，令人疑惑。
另一方面，前天受騙巴士的團員

聲稱是在 「深圳國旅」 報的名，但 「深
圳國旅」 昨天卻否認辦過這個團，堅稱
並無這個團的旅客資料紀錄，懷疑可能
有人 「冒名」 辦團，云云。

如此 「國旅」 既未辦團、 「世通」
亦無接團，那麼， 「巴團」 的三十多
名深圳旅客到底是怎樣從羅湖橋的另一
邊來到這一邊的？是誰收取了他們每人

一千五百元的團費？不論是本港的 「世
通假期」 ，還是深圳方面的 「國旅」 ，
如果確是與今次的 「巴團」 事件無關
，那麼，他們為何又會容許有人用他們
的名字去辦團、接團而不予追究？

事實是，打 「國旅」 牌子在深圳
街口 「拉客」 的 「中介人」 活動，傳媒
早已有所報道；同樣 「世通旅遊」 接團
亦不是第一次，一些酒店、賓館都與他
們有過交易，如果都是 「假冒」 ，為何
兩個 「正牌」 機構 「隻眼開、隻眼閉」
，不予制止，任由他們騙人 「宰客」 ？

至此不難看到，旅遊業界良莠不齊
，有人為求多做生意，罔顧旅客利益，
容許什麼 「中介人」 、 「艇仔公司」 、
「野馬公司」 之類假借公司名義，四出

招攬生意，從而坐收漁利，出了問題就
立即 「斬纜」 ，推個一乾二淨。這樣的
事情確實是存在並且在蠶食兩地業界
及旅客利益的。

面對有關問題，兩地旅遊業監管機
構亦難辭其責。以本港來說，旅遊業議
會是業界權威，對有關 「借艇割禾」 之
類的經營手法早該有所知聞，不能等到
出了事、旅客「無家可歸」向他們求救才

去跟進處理。作為接團旅行社，頭一件
事就是要為旅客預訂酒店房間， 「世通
旅遊」 帶團員滿街找酒店已經違反經
營守則，而且，如果「世通假期」說法屬
實，則 「世通旅遊」 根本就是一家無牌
經營的旅行社，且有盜用他人名義之嫌
，對此，旅遊業議會必須徹查真相，找
出責任者，必要時還應該考慮報警處理。

事實是，面對蛇年新春內地旅客 「
迫爆」 全港商場、景點、酒店的事實，
有關接待能力、社會承受力的問題，包
括目前四十多個 「自由行」 城市是否需
要 「封頂」 、不再予以擴大，的確需要
認真研究，作出處理；但是，如上述的
「巴團」 事件，則明顯是一個人為的

、不良經營手法以及監管不足的問題，
與人流多不能混為一談。就是接待能力
，也並非一成不變、一籌莫展的，西方
一些大城市在重大活動、節慶假期等日
子也會突然增加大批旅客，可以利用大
學宿舍、青年旅舍、郊野營房以至 「民
宿」 加入接待，也不是不可以考慮的。
總之， 「巴士」 完全是人為錯誤，與
接待能力無關，不能 「因噎廢食」 ，因
此就要 「叫停」 自由行。

本港食物安全又響警鐘。不過，這
回的警鐘聲不是來自內地食品，而是
來自英國的一款牛肉意大利千層麵，
這款食品在英國已被驗出含有馬肉！

對港人來說，這真是一個相當難
以接受的消息。一來，不少港人都是
「愛馬仕」 ，每逢周末都要 「跑馬仔

」 ，對馬匹有一定的喜好與感情；二
來，在港人的飲食習慣中，馬肉從來
都不在考慮之列，港人飯桌上會有豬
肉、牛肉、羊肉以及家禽肉，從不會
有馬肉，街市也無人賣馬肉，相信在
港如果有人屠宰馬匹兼且出售馬肉，
從衛生、檢疫、屠宰到零售，多個部
門都要從新研究以至立法。

當然，在中國各地的飲食習慣中
，吃馬肉是存在的，四川、雲南等地
就有著名的 「馬肉米粉」 ，東北也有
人吃馬肉，但大部分地方不吃，南方
廣東一帶更不會吃馬。

而更重要的是，馬匹在全球各地
也是主要作為一種代步工具而不是食
用動物，少數吃馬國家吃的也是另外
飼養的 「肉馬」 ，因此一般馬匹不會
按照人類食用肉類的標準來飼養，包

括在抗生素之類藥物的使用上。
而此次首先在英國鬧出軒然大波

的馬肉事件，一方面是馬肉充牛肉，
無論是價格或質量均有所不同，更重
要的是魚目混珠、冒充牛肉的馬肉，
被驗出含有一種名為 「保泰松」 的藥
物，而這種藥物是 「獸藥」 ，只給動
物吃、人類不會吃，而馬肉充牛肉，
人就把 「保泰松」 也一起吃下肚裡去
了，血液、肌肉、內臟器官都可能會
受到傷害。

本港食物安全中心在此次事件中
的反應可說及時。不少港人上周在報
上已看到相關的新聞，但不知出事的
「馬肉千層麵」 是否有運來香港出售

，而 「食安處」 上周已立即與歐盟有
關部門聯絡，昨天接到回覆，出事 「
馬肉千層麵」 有供港發售。

據 「食安處」 公布， 「馬肉千層
麵」 的進口商是百佳超級市場，百佳
昨天已立即回收及 「下架」 ，但不能
排除已經有市民 「品嘗」 過這種 「馬
肉千層麵」 ，那就要小心了，如有不
適就要求醫。

中大擬建私營教學醫院
提供300個床位 服務中產港人

中大深圳分校明年招生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六日 星期六A4要聞責任編輯：唐偉雄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香港中文大學
已獲國家教育部批准在深圳辦分校。中大校長沈
祖堯昨表示，將於一個月內與深圳有關方面達成
協議，稍後將全球及國內招聘管理層及教授。該
校最快可於明年招生，但首兩年可能主要取錄內
地生，長遠目標容納1.1萬名學生，有關入學條
件及細節將於稍後才公布。

中大深圳分校是兩地政府的重點合作項目，
現已選址深圳市郊龍崗區，深圳市政府已撥一幅
面積約100公頃土地作校園發展。去年10月於深
圳市龍崗區舉行動工儀式，並由廣東省委書記汪
洋主持，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及中大校長沈祖堯到場參與儀式。

沈祖堯昨於新春茶敘時表示，中大深圳分校
已獲國家教育部批准辦學，課程大綱、管治和財
務等重要問題細則均獲同意，預料於一個月內與
深圳方面簽署協議，屆時並會成立理事會，一半
代表來自中大，另一半是深圳代表組成，主席一
職將由中大校長沈祖堯出任，並擁有最終決策權

，以保障學術自由，稍後將會全球及國內招聘分
校校長、副校長及教授等，但中大現時教師毋須
來回深、港授課。

學費約10萬人民幣
專責統籌中大（深圳）學院事宜的中大副校

長徐揚生指出，收生水平將與國內首40至50所頂
尖大學相若， 「收生標準會相當高」。他說，分
校課程審批及監管則交由中大負責，暫擬開辦環
球經濟、人文學科、城市學、翻譯、創意媒體、
基因學和能源工程等，預計分校學費全年約10萬
元人民幣，與內地生來港讀本科的學費水平相若
。沈祖堯補充， 「分校希望製造機會給貧窮學生
或住在偏遠地區學生，若果他們有能力升讀，校
方會盡量多給他們機會，包括設立獎學金，協助
貧苦學生全免入讀。」

另外，中大與深圳分校的財政亦獨立運作，
不會互相補貼，分校會以學費、捐款、深圳市政
府補貼及各類科研資助作為主要經費來源。

上屆政府為發展醫療產業，推出黃竹坑及大
埔土地招標建私家醫院。中大一直計劃於大埔建
私營教學醫院，曾成立特別工作小組籌辦私營教
學醫院，最終因未能與合作夥伴達成共識而放棄
入標。

中大校長沈祖堯昨聯同多名副校長等高層出
席癸巳蛇年新春傳媒茶敘。據介紹，校方正籌備第
二所教學醫院，亦是第一所私營的大學教學醫院。

出席春茗的中大副校長、醫學院前院長霍泰
輝，證實傳媒早前報道，謂中大雖然未在早前政
府招標時入標，但仍計劃在中大馬料水校園籌辦
私營教學醫院，他不排除與私營醫療機構合作，
但重申中大會保留自主權。

不發展旅遊醫療服務
曾參與籌劃大埔私家醫院的霍泰輝稱，初步

構思這間新的私家醫院將設300個床位，並提供
全方位服務，考慮設中藥部門，因目前不少病人
接受手術及化療後會借助中藥調理，但他強調不
會純粹是一所中醫醫院或是產科醫院。鑑於香港

醫療系統不足，中大籌辦私院主要是希望服務香
港人，因此暫不考慮發展旅遊醫療服務。

收費水平方面，霍泰輝表示， 「尚未有收費
定案，但希望會是中產及中等收入家庭都可負擔
的水平，例如購買了保險已可承擔醫療開支，收
費亦會具透明度，最少要讓市民入院時已知道醫
院開支是多少。」資料顯示，校方去年談及在大
埔建私家醫院，曾表明不會像收費屬全港數一數
二的跑馬地養和醫院那麼高。

霍泰輝說，在中大校內籌建私家醫院的計劃
仍有待教育局、教資會和食物及衛生局等部門批
准，包括更改土地用途等，預計批准後須3年興
建，中大校董會亦已成立小組研究，至於投資金
額仍在商討中。

選址之一大學站旁空地
就興建醫院地點，中大校方正考慮不同方案

，目前仍在初步討論階段。現時中大校園仍有不
少空置土地，包括大學港鐵站對出、鄰近沙田凱
悅酒店旁的土地，以及中大39區、即鄰近羅桂祥

綜合生物醫學大樓的用地，位置較接近沙田及市
區，料可方便本地市民。

此外，中大目前以公立的威爾斯親王醫院作
為教學醫院，日後私營教學醫院落成後，將為校
內醫科生提供另一實習地方，培訓醫療人才，並
可讓學生了解私營、公營醫療服務不同之處。

【本報訊】實習記者馬文煒報道：今年是香港中文大學五十周
年金禧校慶，也是令香港人記憶猶新的沙士疫症爆發十周年，中大
為此舉辦 「沙士十周年檢討研討會」，邀請世衛及海內外醫護專家
分享心得。校方又首次組織金禧馬拉松隊，另會興建九條校友徑，
連接中大獨有的九間書院。

中大校長沈祖堯昨天在春茗上，介紹校方連串迎接金禧校慶的
活動。先是3月12日舉辦 「沙士十年──醫護專業人員研討會」，
十多位講者分別來自內地、英國、新加坡、加拿大、香港及世界衛
生組織，他們都在2003年參與沙士抗疫戰。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為研討會致開幕辭。

配合金禧校慶，中大正籌劃在校內建立全港第一間大學私營教
學醫院。由三月至十一月，校方更於港、九及新界舉行巡迴展覽及
公開講座，另有傑出學人講座，講者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

中大今年更首次組織金禧馬拉松隊，邀請學生、教職員及校友
參與。沈祖堯稱，一千八百個名額很快爆滿。為表支持，包括他在
內的醫療及支援隊伍將到場為中大健兒打氣。

增建九條校友徑
與此同時，中大將增建九條校友徑，以連接九個書院。沈祖堯

稱，中大為響應環保，已訂立耗電指標，務求在2025年能減少耗電
量25%，以減輕電費負擔。

沈祖堯強調，中大 「五十而知天命」，會繼續擁抱核心價值，
昂首向前邁進。校方推出 「中大五十．關懷」，承諾於今年內進行
50次義務社會服務，他呼籲中大人承諾於2013年捐獻50小時個人義
務時間服務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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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去年推出大埔及黃竹坑地皮招標興建私家醫院，香港中文大學雖然
放棄競投，但校方仍計劃自行籌款於校內覓地興建私營教學醫院，選址之一是大
學火車站鄰近凱悅酒店的空地。中大副校長霍泰輝表示，初步預計完成審批後估
計需時3年興建，屆時將提供300個床位，醫院會走中產路線，主要服務港人。

本報記者 劉家莉

▲中大副校長、醫學院前院長霍泰輝表示中
大計劃自行籌款於校內覓地興建私營教學醫
院 本報記者 劉家莉攝

▲中大昨舉行新春傳媒茶敘，校長沈祖堯與
一眾本地及海外學生 「耍蛇拳，賀蛇年」 。
沈祖堯表示香港中文大學已獲國家教育部批
准在深圳辦分校

落實四年制 校園大興土木
【本報訊】實習記者馬文煒報道：大學四年制和遠景規劃，成了中

大校園近年大興土木的動力。該校於2007年向地政總署申請白石角第39
區地段裡的一塊用地，合共5.49公頃，作為中大的長遠發展需要，為落
實大學四年學制，以及未來尖端科學研究及發展項目作好準備。

根據發展大綱，中大有意於有關用地興建數座綜合科研樓、兩所國
家重點實驗室和三所新研究生宿舍。校方資料指出，現有馬料水校園坐
落於多石山丘，地勢陡峭，地理限制，令適合發展的可建築用地只佔
45%，現有可發展用地又受道路或斜坡限制，大多呈不規則形狀，縱使
堅持發展斜坡用地，也將是一個龐大的費用，會破壞緣色校園環境。

中大預期，申請的白石角第39區地勢平坦，從大埔及沙田整體土地
規劃而言，有下列好處：一是連接中大科研及香港科技園，二可透過鐵
路及公路網絡，直達深圳及內地各處，該處填海地發展費用較低，可結
合中大北區平地，增加發展潛力。

另一方面，中大因應重行大學四年制，而增加書院，由原有的崇基
、新亞、聯合和逸夫之外，增加晨興、善衡、敬文、伍宜孫及和聲書院
，總數增至九間，其中，敬文書院就鄰近第39區，晨興和善衡書院則鄰
近中大南邊的體育中心，至於伍宜孫及和聲書院則在東南山頭位置。

小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