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香港知名愛國愛港
人士、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毛
鈞年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2013年
2月2日19時02分在香港逝世，享年
76歲。毛鈞年先生治喪委員會定於
3月22日下午3時在香港殯儀館一樓
基恩堂設靈，3月23日上午10時30
分舉行遺體告別儀式。治喪委員會
主任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擔任。

毛鈞年遺體告別儀式23日舉行
治喪委員會主任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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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毛鈞年

▶毛鈞年（中）2000年獲時任行政長官
董建華頒授大紫荊勳章

資料圖片

【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埃及熱氣球慘劇中
遇難的9名港人遺體昨天運返港，即時轉送葵涌公眾
殮房。其中六名死者不獲保險賠償，家屬不滿保險公
司承諾酌情處理卻不了了之，今日將在議員及工會代
表陪同下舉行記者會。

保險公司安排的運送遺體航機比原定時間延遲一
天，於昨天傍晚5時17分抵港。死者來自3個家庭，靈
柩由7部靈車運送，車隊在多輛警車開路下，駛往葵
涌公眾殮房。遺體會暫時存放殮房，警方繼續調查搜
證，以便日後召開死因聆訊時呈堂。

其中六名死者生前購買招商局保險，保單列明熱
氣球不在承保範圍，保險公司早前承諾以人道考慮酌
情處理，但家屬指保險公司出爾反爾，將遺體運返港
後沒有進一步賠償，至今仍未有慰問家屬。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郭偉強，以及香港保險業總工會代表答應協
助家屬，將於今日舉行記者會，盼向保險公司討回公
道。

新樓批盪雲石最多瑕疵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樓市熾熱，新盤搶

手，香港專業驗樓學會檢驗近20個去年落成的新樓盤
，發現批盪不平、雲石瓷磚現崩花是新樓的常見問題
，提醒業主驗樓不可馬虎，特別要留意水喉、去水位
是否有損毀及淤塞。

去水位多淤塞現象
由業界自發成立的香港專業驗樓學會昨日公布

2012年度一手樓驗樓檢測質數及評級報告。香港專業
驗樓學會會長、資深驗樓師詹濟南表示，涉及的18個
樓盤都是學會驗樓師協助客戶驗樓的單位，評級主要
涉及驗樓範圍，包括批盪、鋪磚、油漆、地板、門窗
、欄杆、去水位、天花等10多個項目。牆身批盪不平
，雲石、瓷磚及玻璃出現崩花都是常見的問題，亦有
部分單位的地台出現輕微傾斜、浴缸去水位內有沙石。

詹濟南提醒業主驗樓不可馬虎， 「你要當所有
都有問題，每一樣都仔細驗，仔細看」。他說，水喉
及去水位是不少自行驗樓買家容易忽略的地方，必須
仔細驗清楚，看真水喉有否漏水情況、外牆喉有否破
裂，去水位有沒有沙石，若出現上述情況就要通知發
展商跟進處理。

學會同時選出2012年度 「最佳屋苑」，主要是根
據驗樓評分及屋苑的綠化設施評出，由新鴻基地產位
於九龍奧運站的瓏璽及信和置業位於九龍塘廣播道1
號的逸瓏獲得。詹濟南點評時指，兩屋苑的整體裝修
都做得好，瓏璽的木器精巧，逸瓏的雲石工藝上乘。

▲九名港人遺體昨天運返港後由靈
車轉送葵涌公眾殮房

新華社
◀仵工將遺體舁送殮房

中通社

訃 告
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毛鈞年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

2013年2月2日19時02分在香港逝世，享年76歲。
毛鈞年先生1937年5月於香港出生，祖籍廣東番禺。1958至

1962年在香港大學文學院和教育系學習，獲得文學學士和教育文
憑。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兼文教部部長，全國人大香港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諮詢委
員會執行委員會秘書長，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2000年，榮獲
香港特別行政區大紫荊勳章。

毛鈞年先生一生愛國愛港，對祖國和香港懷有深厚的感情，
為香港順利回歸祖國和保持繁榮穩定作出重要貢獻。他光明磊落
，勤勉敬業，清正廉明，深受同事和友人尊重。

謹定於2013年3月22日下午3時，在香港殯儀館一樓基恩堂
設靈。3月23日上午10時30分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謹此訃告。

毛鈞年先生治喪委員會
主 任：張曉明
副主任：梁愛詩 黃蘭發 殷曉靜 楊建平 曾德成

朱育誠 陳鳳英 李國寶
委 員：王如登 王英偉 方 鏗 田北俊 伍淑清

李國章 李啟明 吳光正 吳康民 沈 
郝鐵川 許 東 梅子安 張鐵夫 陳山玲
陳永棋 陳 林 曹二寶 黃宜弘 黃景強
楊耀忠 劉迺強 劉皇發 蔡培遠 鄭耀棠
潘永華 霍震霆 譚惠珠 譚耀宗（以姓氏筆劃為序）

辦公室主任：許 東

治喪委員會聯絡處：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
地址：香港干諾道西160號
電話：23087216 23087241 傳真：23087254

【本報訊】記者余育奇報道：超高層大
廈近年成為本港建築趨勢，新落成的樓盤流
行開放式廚房。理工大學消防工程研究中心
主任周允基表示，開放式廚房易使火勢蔓延
，高層建築 「食風」，潛藏「火旋風」隱患。

近年包裝成豪宅出售的新樓盤，不少都
是高層建築的小型公寓，流行採用開放式廚
房設計。周允基表示，開放式廚房設計與消
防原則有所違背。傳統廚房的牆壁有防火牆
作用，根據屋宇署的《耐火結構守則》，廚
房牆壁必須能夠耐火最少1小時以上。

他稱本港住宅單位較細，傢具距離近，
廚房失去防火牆，一旦發生火警，便很容易
蔓延至單位各處。高層單位更為危險，因為
高層單位較為 「食風」，有源源不絕的氧氣
，火勢容易越吹越旺。雖然政府已規定，開
放式廚房必須安裝灑水系統，但立例前的建
築未必裝有相關設備。

他又稱，高層大廈有細長的電梯槽，造
成 「火旋風」的風險較高。 「火旋風」可產
生比平常高4至5倍的火焰，大大加速火勢蔓
延。1996年的嘉利大廈大火便疑是由 「火旋
風」所致。他建議摩天大廈應派員巡查並封
閉電梯槽的空隙，以隔絕空氣流入，防範 「
火旋風」產生。

玻璃幕牆近年在豪宅建築設計亦愈來愈
流行，以求增加採光及提升氣派。周允基稱
，普通的玻璃遇到高溫時容易爆裂，戶外空
氣隨之流入，會加劇火勢。他又指，綠色建
築採用隔熱物料，一般情況下，確有助調節
室內溫度，但一旦火警發生時，隔熱物料反
而會鎖住室內溫度，隨時出現 「轟燃」效果
，即是室內氣溫升至相當高度時，物件自然
燃燒，引發通天大火。

屋宇處表示，不合格的開放式廚房會被
視為僭建，最高可判監一年及罰款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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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允基講解 「火旋風」 效應
本報記者余育奇攝

毛鈞年先生1937年5月在香港出生，祖
籍廣東番禺。1956年畢業於香港培正中學。
1961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獲取文學學
士學位。1962年獲取香港大學教育系教育文
憑。1962年9月至1984年8月，在香港循道中
學先後任教師、文史課主任（副校長級）。
1984年參與創辦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並
擔任總幹事。1985年1月至1987年6月，任新
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兼文化教育部部長。
1985年6月，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秘
書長，12月當選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執行委
員會秘書長。1987年7月，任新華社香港分
社副社長。1999年3月榮休。2000年，榮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發的大紫荊勳章。

一生愛國愛港立場堅定
毛鈞年先生一生勤奮好學，學業優異，

學識廣博。在香港求學期間，積極參與學生
活動，熱心服務同學，得到師生稱讚。及後
長期從事香港文化教育工作，參與創辦香港
中國語文學會，擔任秘書兼中小學語文教研
部主任。從教二十餘載，學高身正，誨人不
倦，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曾任香港 「春
田」文化教育公司董事、《少年讀者》有限
公司董事長、《中學時代》雜誌管委會業
務顧問，為傳播弘揚中華文化作出不懈努
力。

毛鈞年先生對香港、對國家懷有深厚的
感情，愛國愛港立場堅定。在新華社香港分
社工作期間，廣泛聯繫文化教育界人士，努

力推進兩地文化教育交流，重視培養青年人
才，具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和組織能力。在基
本法起草委員會、諮詢委員會工作期間，深
入研究 「一國兩制」理論，全力投入基本法
的起草工作，廣泛聽取、如實反映各方面意
見，為基本法的誕生、為香港順利回歸祖國
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國兩制」 忠誠實踐者
毛鈞年先生勤儉樸實，不計名利，高風

亮節。晚年患病期間，堅持與病魔作頑強鬥
爭，依然關注國家改革開放，關注香港社情
民意，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是 「一

國兩制」事業的忠誠實踐者。
毛鈞年先生的一生，是愛國愛港的一生

，進步的一生，奮鬥的一生。他襟懷坦白、
光明磊落，實事求是、堅持原則，勤奮敬業
、恪盡職守，艱苦樸素、廉潔奉公，嚴於律
己、寬以待人，團結同事、聯繫市民，在同
事和香港社會中享有很高聲譽。

據悉，毛鈞年先生病重期間及逝世後，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副主任黃蘭發、秘書長
許東等先後到其家中探望和慰問。毛鈞年先
生辭世後，劉延東等中央領導和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梁振英向毛鈞年先生的家屬表示哀悼
和慰問。

涉及內地和香港兩地同胞密切相關的事，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還可向中央提很多意見，比如食
物品質管理、廉政、警方的處事手法就是。

食物質管方面，內地不少媽媽為何需要香港
奶粉，是對香港的食物質管寄予信心之故。香港
的消費者委員會、衛生署和衛生防護中心的好經
驗，熟悉醫護界的港區人代可就此為兩地搭橋鋪
路，使內地的食物質管也同樣地慢慢地做好；內
地不少地方官貪腐問題嚴重，香港廉政舉世知名
，什麼是貪，何者是腐，什麼行動會妨礙司法公
正，前香港廉政專員的港區人代有責任講得具體
些，特別要把解決方法說出來；香港警方是如何

通過 「放蛇」破案的？某區搶劫或強姦案多，並
不是叫居民別出夜街避賊，而是如何通過其中一
個很有效的方法─ 「放蛇」捉賊；叫人搭車繫
安全帶，公安巡警坐車，自己就要先以身作則繫
好安全帶；上下班高峰期遇上官員駕臨要封路就
是擾民（今屆兩會代表到會場時取消封路的做法
就很好）；鼓勵人民提供線索捉貪官或疑匪時，
不具名以保護證人，香港前警務處長在京也得趁
機講經驗……總之，目前香港各界都有很多精英
在京，他們就應該把握良機，向中央提實質意見
。民生之外，甚至政制也可以談。

著名俄國小說家、評論家列夫．托爾斯泰
說： 「我們平等的相愛，因為我們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內地人與香港人生活習慣不
同，既然交流無可避免地日多，為了大
家美好的將來，對抗無益，多了解
才能產生尊重。

多了解才能產生尊重 宇文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