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接近九成議員表示支持政府修例，
限制攜帶奶粉出境。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
永文表示，自從新措施實行後，香港奶粉
供應已經穩定。他強調，政府會繼續採取
措施，保障本地的奶粉供應和市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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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豐行再加肥牛批發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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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人誤解腦退化症
【本報訊】記者李兆德報道：耆康會去年就在職人士對

腦退化症的認識和態度進行調查，訪問900多名市民。近
60%受訪者不懂分辨腦退化症的徵兆，過半數人誤以為腦退
化症是正常的老化過程，患者重複發問或重複動作只為引人
注意，結果反映市民普遍對腦退化症的認知不足及存有誤解
，亦是不少長者被延誤確診的原因。

耆康會去年11月至今年1月期間，聯同港大社會科學及
社會行政學系，進行一項 「在職人士對長者腦健康的認識」
調查。974位在職受訪者中，71.6%人認為長者有需要定期做
腦健康評估，61.1%人認為不懂分辨身邊長者是否有腦退化
徵兆，49.7%的受訪者平常很少留意長者有否出現徵兆，而
知道評估腦健康途徑的受訪者更只有25.5%。逾50%的受訪
者認為，腦退化症是正常的老化過程，也相信中風和腦退化
症並無關係，並表示患者重複行為主要是引人注目，更認為
無法預防患者的行為情緒。有34.9%的受訪者相信，患者無
法感受他人的關愛。

耆康會行政總監梁綺眉表示，調查結果反映大多在職人
士均關心腦健康狀況，但部分人對腦健康的認知不足，忽略
日常生活觀察的重要性、延誤長者確診、缺乏與患者溝通和
相處的技巧，及造成家人與患者溝通障礙或感到難以相處。

梁綺眉建議，市民若懷疑親人患有腦退化症，應盡快尋
求協助，以使患者盡快獲得適當治療。此外，她建議政府應
與不同界別合作，在教育、社區及院舍層面帶頭推動腦退化
症及其照顧者的服務，例如推行教育講座、開辦上門照顧服
務、加強院舍員工培訓等。 團體促加強監管升降機保養

【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月初發生北角升降
機鋼纜全斷急墜事故，升降機保養質素備受社會關注
。有團體昨日到政府總部進行請願，指升降機是市民
每日必用工具，要求政府加強對業界的監管，保障市
民安全。

新界社團聯會10多名成員，昨日進行請願促請政
府監管升降機維修服務質素。他們指出，月初北角升
降機急墜事故，揭發信科工程有限公司維修升降機馬
虎了事，令市民擔心自己所處大廈是否有同類的維修
問題。

請願者在政府總部大門前請願，他們帶備一個貼
有 「危機勿近」的升降機模型，示意社會擔心升降機
意外再次發生，並大叫口號： 「日日搭 『』心慌慌
」，要求政府監管升降機維修服務質素。政府派出代
表接收請願後，請願者自行散去。

聯會指出，近年升降機維修服務有激烈競爭，令
業界出現不健康情況。如業界以 「價低者得」投標，
一般大廈管理處不熟悉業界運作，忽略價低者風險。
同時，在2000年起升降機維修服務可從原廠製造商外
判予小型承辦商，不過小型承辦商水準參差，當中信
科工程更涉嫌虛報維修工作，反映政府未能監管小型
承辦商。另外，業內人手不足，影響維修質素。

聯會要求政府提出3方面改善，在監管上，政府
需要加強巡查全港升降機，及加強監管維修承辦商服
務。同時需要加強升降機服務宣傳，政府應向業主法
團、互委會等提供維修服務知識，協助法團明白標書
服務內容，以利作出適當選擇。在業界方面，政府應
研究向業界提供支援，包括支援業界吸引新人入行，
以解決人手不足問題。

兩日內空氣質素仍差
【本報訊】本港空氣質素欠佳，根據環保署數據，昨日

3個路邊監察站空氣污染指數均達 「甚高」水平，當中銅鑼
灣的空氣污染指數更一度錄得196，逼近200水平。環保署表
示，由於過去數天風力微弱，不利空氣污染物擴散，令空氣
質素變差，預計未來1、2天空氣污染指數仍會維持在較高水
平。有環團批評政府城市規劃欠完善，令本港空氣污染日趨
嚴重，促政府加大力度改善空氣質素。

空氣污染指數由0至500的數值劃分為五級，超過100即
是空氣污染達至 「甚高」或 「嚴重」的水平，香港昨日3個
路邊監察站均錄得 「甚高」空氣污染水平，昨早8時，3個路
邊監察站，包括銅鑼灣、中環及旺角錄得的空氣污染指數分
別為189、177、132，而11個一般監測站中，亦有多個錄得
「甚高」水平，如昨早中西區和觀塘的一般監測站錄得指數

分別為109和107。
環保署發言人指出，空氣污染指數超標主要由於二氧化

氮濃度上升引起，他解釋，由於本港過去幾天風力微弱，不
利汽車排放的空氣污染物擴散，令空氣質素變差，根據天文
台預測，未來1、2日的風力仍會較弱，令空氣污染物難以擴
散，預計一般及路邊空氣污染指數仍會維持在較高水平。

發言人提醒市民，當空氣污染指數處於甚高水平時，患
有心臟病或呼吸系統毛病人士、長者及兒童宜減少體力消耗
和戶外活動，及避免長時間逗留在交通繁忙的街道上，並呼
籲市民盡可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及減少使用私家車。

地球之友高級環境事主任周月翔批評，因政府的城市規
劃欠完善，令空氣污染問題越來越嚴重，她指本港空氣嚴重
的日子，過去幾年一直有上升趨勢，認為政府應加大力度改
善空氣質素。

此外，天文台昨日錄得本年最高氣溫，達攝氏26.4度，
其中打鼓嶺、大埔及石崗等地更一度高達攝氏29度，天文台
預計今日天氣仍然天晴乾燥，最高氣溫為攝氏27度。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沙田威爾斯醫院作
為中大醫學院的教學醫院，每年都有大批中大醫科生
到該院實習，出現 「病人個案供不應求」情況，令中
大有意於校內興建教學醫院。中大醫學院暫任院長陳
家亮表示， 「有病人試過被40個學生包圍」而感煩擾
，希望新建教學醫院可紓緩威院病人數目飽和問題。

對於中大有意在校內興建教學醫院，中大醫學院
暫任院長陳家亮表示，按照中大醫學院規定，每年3
年級醫科生必須到威爾斯親王醫院實習，但到該院實
習的醫科生數目遠超病人個案人數，有病人曾因一天

內被40名實習學生包圍而惡言相對。他說，雖曾被病
人用粗口辱罵，但明白病人感受， 「將心比己」，也
覺得煩擾，希望新建教學醫院能為學生提供多一個實
習選擇，也可紓緩病人數目飽和問題。

陳家亮續說，新建教學醫院的收費門檻不會與一
般私立醫院看齊，除有高透明度外，亦是一般中產家
庭能負擔得起，希望能為市民提供合理收費且有品質
保證的醫療服務，期能成為私家醫院模範。問及籌款
問題，他說，預計需要數十億元，會向不同界別人士
募捐，現時仍在接觸中。

【本報訊】本港牛肉又加價！五豐行昨日宣布，
即日起調高肥牛批發價，由每擔4310元調高至4490元
，加幅4.18%，是今年首次加價。牛肉商會指出，加
價直接影響零售價，預計每斤肥牛加約10至20元。

內地輸港活牛批發價在2012年已瘋狂加價6次，
五豐行昨日再以國內消費需求旺盛，活牛飼養成本不
斷上漲，收益不理想，同時希望調高售價能保障香港
市場肥牛供應穩定為理由，宣布今年首度加價。
肥牛批發價由每擔4310元，調高至4490元，加幅達
4.18%。

內地供港活牛主要是肥牛和良種牛（即改良牛）
2大種類，而今次調價不涉及良種牛。

事實上，每擔改良牛及肥牛去年的加幅超過1000

元，單是普通牛肉就由每擔2790元升至4105元，肥牛
則由每擔3110元升至現時的4490元。因此，迫使牛肉
的零售價由每斤130元，加至150元。九龍牛羊業商會
表示，去年活牛多次加價，令業界負擔加重，他
批評，以缺貨來加價是藉口，希望政府長遠可開放
市場。

被指壟斷香港活牛市場的五豐行，今年1月公開
2012年活牛經銷業務情況，稱去年香港共屠宰25983
頭活牛，當中23194頭由五豐行代理進口，營業額共
計3.96億元，毛利率6.53%，除去代銷佣金及運輸費
用，實際活牛進口代理的純利僅為1200萬元；每頭牛
的平均售價約為1.7萬元，但每進口一頭活牛收益只
有517元。

【本報訊】記者譚月兒報道：作為應屆政府問責
司長中唯一女性，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主持三八
婦女節活動時現身說法，強調政府多年來支持 「性別
主流化」政策，從公營機構大力推展至私人企業，鼓
勵社會從男、女兩性的觀點和需要出發的思考模式，
確保兩性平等。

「性別主流化」是指在設計、實施、監察和評估
法例、政策和計劃時，把男性及女性的觀點和需要同
時作為主要的考慮因素，以確保兩性享有平等的資源
和機會。

林鄭月娥昨日主持 「2013年國際婦女節慶祝酒會
暨性別主流化嘉許典禮」活動致辭時稱，自己是應屆
問責班底司長中唯一的女性，出席是項活動，是責無
旁貸。

她指出，為了鼓勵和推動婦女參與公共事務，政
府已規定女性在諮詢及法定組織的非官方委員人數比
率，由2002年的25%提高至2010年的30%，至今有關
諮詢及法定組織獲委任的女性成員人數也高達33%。
除了在政府機構內推行 「性別主流化」政策，上市公
司有關女董事人數規則方面，也加大女性的參與性；
而私人企業中，女性參與管理層工作的人數亦大有增
加，打破女性升遷的障礙。

她續稱，自2011年5月最低工資法例實施後，女
性勞動人口上升了6%，有助釋放女性勞動力；政府
每年投放800萬元推動 「自在人生學習計劃」，將婦

女終身學習納入常規性政策，開辦英語和普通話等課
程，便利少數族裔和新來港人士等等。

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靳麗娟時指出， 「性別主
流化」是聯合國為促進兩性平等所採納的全球性策略
，婦委會簡化這個中文名稱，有助國際間的溝通和推
廣工作。

沙田一幼稚園20人染流感
【本報訊】沙田真理浸信會碧濤幼稚園爆發流感，20名

年齡由3至5歲學童上月19日起出現發燒、咳嗽、流鼻水及喉
嚨痛等上呼吸道感染病徵，全部學童毋須入院，現時情況穩
定。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日調查沙田真理浸信會碧濤幼稚
園流感爆發個案，涉及20名學童，包括15男5女，年齡由3至
5歲，由上月19日起出現發燒、咳嗽、流鼻水及喉嚨痛等上
呼吸道感染病徵，他們毋須入院，情況穩定。衛生防護中心
人員已視察幼稚園，並建議學校職員採取預防措施。

衛生署發言人提醒市民及院舍員工，注意均衡飲食、定
時運動、有足夠的休息、紓減壓力和避免吸煙，以增強身體
的抵抗力，並保持良好個人及環境衛生，預防流行性感冒。

【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
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主席團會議主持人俞正聲近日在港澳政
協委員聯組會討論中表示，要維護大局加強團結，確保愛國
愛港者長期執政，對歪風邪氣要發聲。對此，愛港之聲主席
高達斌表示完全認同。他又建議，本港的愛國愛港組織應該
放下名利，團結在一起，同時大膽地發出愛國愛港的呼聲，
以正歪風邪氣。

高達斌表示，香港回歸這15年來，中央予港很大的自由
度，但一些反對派卻趁此騎劫民意，大放厥詞，打 「民主
自由」的旗號，卻做分化國家和香港的事，是對 「一國兩
制」的挑戰，不容忽視。

高達斌又指，香港本身存在許多愛國愛港的組織，包
括政黨、商會、工會等，但是缺乏凝聚力，各行其是。他指
出，在大是大非面前，各組織應摒棄門戶之見，放下名利之
爭，以香港的利益為前提，以國家的發展為目標，團結在一
起，發出強有力的愛國愛港之聲，遏制不良歪風邪氣。

高達斌續說，香港市民大部分是愛國愛港的，但一直缺
乏組織，沒有渠道表達自己的意見。他表示，愛港之聲今後
會繼續組織各種愛國愛港活動，擴大影響，同時也希望市民
能夠熱心參與，一同為香港、為國家出謀獻策，使香港更加
繁榮，國家更加富強。

愛港之聲：
團結一致遏歪風

港府修訂進出口條例實行限奶粉出境政策，是以
先實行後立法的方式進行，立法會進出口修訂規例小
組委員會昨日才開始審議有關修訂。在17名參與發言
的立法會議員中，有15名議員傾向支持政府做法。民
建聯的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表示支持政府修例，他表示
自從政府在本月1日實施新例後，政府成功解決水貨
客攜帶大量奶粉出境問題，水貨客 「拖奶粉」的情況
明顯減少。

王國興反對設條例失效期
工聯會王國興亦表示，政府採取斷然措施，是可

行和理所當然的。他反對政府就修例設立 「日落條款
」、即訂立條例的失效日期。他認為沒有人能夠未卜
先知，保證措施實施過後就一勞永逸，建議政府設立
檢討機制，定時進行檢討。

高永文在委員會上表示，自從政府修例限制奶粉
出境後，香港奶粉供應已經穩定，水貨活動暫時收斂
。他直言，雖然自己不希望措施永遠施行，但由於供
求因素和部分市場狀況不是政府單方面能夠控制，故
難以估計取消措施的結果，所以沒有對相關措施定下
結束的構想。但政府承諾會不時檢討措施，同時亦會
保持與供應商及零售商聯繫，通過設立 「補貨機制」
、完善訂購熱線和繼續打擊不良銷售手法，確保本地
奶粉供應和市民的需求。

急事急辦 特事特辦
對於有個別議員質疑新措施的推行過於突然，有

可能會影響香港自由貿易的傳統。高永文解釋，政府
初期也試圖從供應手解決問題，但奶粉短缺情況不
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迅速惡化。今年1月時，奶粉
走水貨活動只是局限在北區上水一帶；但到了2月，
已經有報告指出，情況蔓延至港島區。他強調當時情
況危急，自己擔心農曆新年過後，走私活動會再度猖

獗，所以才 「急事急辦、特事特辦」。而在措施公布
之前，政府已經張貼相關海報，提醒遊客和市民注意
新措施的出台。

另外，就有擔心修訂抵觸《基本法》，高永文強
調《基本法》的自由貿易規定只是大原則，並非不能
限制某些貨品出口，相對其他國家與地區，只要相關
的管制原因被接納，也就無損當地自由貿易之名。而
奶粉是本港市民的必需品，走私奶粉的活動確實影響
到本地市民的需要，相信修例措施會被認同。至於相
關條例是否會被引用至其他產品，如尿片和電子產品
等，高永文表示除非走私的貨物涉及生活必需品，且
相關活動已經嚴重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否則不會隨
意將措施擴展至其他範疇。

兩女非法帶奶粉判罰款
【本報訊】再有2名香港女子違反限帶奶粉出

境的條例，昨日被法庭各判罰500元，涉案4罐奶粉
被充公。

2名女子分別40歲和62歲，於3月6日在羅湖關
口被海關人員截停，並從各自行李中搜出2罐淨重
共1.8公斤的幼兒配方奶粉。由於兩人在24小時內
第二次離境，違反法例豁免的規例，因而被海關拘
捕。

從3月1日新措施實施起，截至7日；海關根據
相關規例，總共拘捕156人，涉及案件151宗。其中
香港居民95人，內地居民59人，其他國籍人士則有
2人。總共沒收429.7公斤的幼兒配方奶粉。

根據《進出口規例》，年滿16歲或以上的離港
人士如在24小時內沒有離開過香港，可在其私人隨
身行李中，攜帶淨重不超過1.8公斤的幼兒配方奶
粉出境。

林鄭體現性別主流化

中大擬校內建教學醫院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自從新措施實
行後，香港奶粉供應已經穩定，水貨客 「拖奶粉
」 的情況明顯減少

▲林鄭月娥昨日主持三八婦女節活動時現身說法
，強調政府多年來支持 「性別主流化」 政策

▲香港五豐行宣布調高肥牛批發價，由每擔4310
元調高至4490元，加幅達4.18% 中通社

▲梁綺眉（中）指調查顯示在職人士均關心腦健康狀況
，但部分人對腦健康的認知不足 本報記者李兆德攝

▲新界社團聯會指升降機是市民每日必用工具，
要求政府加強對業界的監管 本報記者梁康然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