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巴昨日正式加價，最高加幅達7.5%
，最少3%，平均加幅4.9%，是15年來最
大加幅，有馬場線加價3元，為加價金額最
高路線。九巴五年內第三次加價，亦是15
年來最大加幅，有乘客直斥九巴 「離譜」
，希望當局增加小巴線代替九巴相關線路
。今年公共事業加價消息頻傳，令市民生
活百上加斤。

本報記者 余育奇

九巴加價 市民斥離譜
平均4.9% 每程最多貴3元

將設諮委會廣納意見

當局擬完善升降機記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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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李兆德報道：西貢鹽光保育中心
斥資600萬元，在距離西貢碼頭十五分鐘船程的鹽田
梓村，修復荒廢多年的鹽田，作保育和觀光用途，有
關計劃昨日在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主禮下正式動土
。中心負責人表示，鹽田修復工程可活化整條鹽田梓
村，促進生態旅遊，希望修復鹽田後以 「生態旅遊」
為重點，讓學生體驗產鹽過程。有關工程預料9月竣
工，10月開始產鹽。

西貢鹽田梓村村務委會主席兼村長陳忠賢表示，
鹽田梓村的鹽田是村裡獨有文化的地標，為所有村民
的共同財產。鹽田梓村於1984年向政府申請租回鹽田
，並於去年獲准修復鹽田。由村民組成的鹽光保育中
心的社企於2008年成立，致力發展鹽田梓的文化及生
態保育，並推動有關鹽田梓的歷史文化及生態保育的
教育工作。修復鹽田後，將以 「生態旅遊」為中心，
讓中小學生及大專生體驗產鹽過程。

鹽光保育中心主席陳子良表示，村委會前年成立
為慈善團體，以匯聚社會資源，活化鹽田梓村，目的
提供給社會大眾有一個參觀和體驗鹽田文化的機會。
去年10月招標並以600萬元成交。整個鹽田修復工程
預計為時半年，佔地不少於一平方公里。

陳子良續稱，鹽田修復工程除了鹽田梓村，並可
延續村內小教堂的功能。鹽田梓是天主教早期在香港

的主要傳教地區，村中建有一座百多年歷史的聖約瑟
教堂，更在05年獲得聯合國亞太區文化部頒發的 「文
物優異獎」，是全港保存最妥善的鄉村教堂。鹽田梓
從前只是居住了200人的小島，現在多了人認識，周

末高峰時有逾千人觀光。
鹽田梓村的客家村屋大多建於50年代，多數面向

南方，方便曬穀之用。隨社會經濟發展，村民陸續
遷往市區，或移民外國。現存的村屋都已荒廢，無人
居住。鹽田是以水流法生產海鹽，供應村內居民使用
，同時也是早期村民賴以為生的經濟收入。鹽田於
1920年以後因二次大戰、民國初期戰亂等歷史原因而
停止造鹽。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智樂）昨日舉辦
「智樂快樂行2013」活動，為留醫病童提

供醫院遊戲服務籌款。是次活動在數碼港舉行，智樂會場架
設一個 「小熊醫院」，以遊戲方式將醫院運作展示給兒童，
並讓兒童不再對醫療設備感到害怕。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圖左）擔任主禮嘉賓，並與在場兒童玩耍。

籌募善款

【本報訊】記者余育奇報道：本港
患有阻塞性睡眠窒息症人士佔整體睡眠
疾病患者的總人數高達80%，但有關疾
患卻往往被忽視，成人平均延誤治療7
年，兒童則為3.3年。香港睡眠醫學會
會長林頌眉提醒患者一旦延誤醫治，隨
時有中風、血管硬化、器官衰竭，甚至
猝死危險，兒童患病則可以影響發育。
而高血壓、高血糖及肥胖人士屬高危一
族，應及早預防。

林頌眉表示，患有阻塞性睡眠窒息
症，主要由於咽喉中的扁桃腺或增殖體
脹大，或因肥胖而導致有過多的軟組織
收窄呼吸道所致。病徵為經常性打鼻鼾
，因窒息而喚醒及尿頻，會導致日間精
神靡萎、嗜睡及頭痛。由於病徵容易被
忽視，導致很多患者延誤治療。睡眠窒

息症會減低血液中的含氧量，心跳會加
快以彌補身體缺乏的養分，大大加重心
臟及血管的負擔。因此，患者患上高血
壓、高血脂、肥胖的機會比一般人高出
5倍，嚴重者可引致糖尿病、心臟病、
中風、器官衰竭，甚至猝死。她補充睡
眠窒息症引起的併發症如血管硬化是不
可逆轉的，建議病人及早治療。

香港睡眠醫學會委員兼兒科醫生吳
國強表示，睡眠窒息症不局限於中年人
士，到他診所就診的患者中，最小的病
例是只有3天大嬰兒。他表示，肥胖及
扁桃腺肥大的兒童的患病機會是一般兒
童的14.7倍，由於睡眠窒息症會影響兒
童的下顎發育，應盡早進行手術把腫
大的扁桃腺或增殖體切除，以根治病
症。

林煥光倡助少數裔升學
【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在學習中文時遇上困難，

是大部分本港少數族裔學生面對的問題。明愛青少年及社區
服務與平等機會委員會昨日在旺角行人專用區舉行公開講壇
，席上平機會主席林煥光表示，知識是脫貧的途徑，但由於
本港教育政策，令少數族裔人士難以升學，建議政府設 「中
文為第二語言」課程，及提供更多學習中文支援。

昨日的公開講壇，邀得平機會主席林煥光、印度籍喜劇
演員Vivek MAHBUBANI，及多名少數族裔學生出席。林
煥光亦表示，知識是脫貧途徑，但由於不少少數族裔學生在
學習中文時遇到困難，使他們的中文科成績低落，拖累整體
成績，難以升上大學，接受高等教育，更有不少人因此中途
放棄學業，結果一直只能從事低下階層工作，最終未能脫貧
。林煥光透露，每年少數族裔學生當中，只有不足1%可升
上大學，遠低於華語學生的比例，他直言 「不相信少數族裔
學生較蠢」，相信是政策問題，促政府設 「中文為第二語言
」課程，並提供更多學習中文支援，增加少數族裔學生升學
機會。

【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本月初北角英皇道
發生升降機斷纜墮落嚴重事故，引起全城市民對電梯
安全關注。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在網誌撰文表示，
對意外感難過。為確保電梯安全，政府將設立 「升降
機及自動梯安全諮詢委員會」，委員會將包括不同界
別人士，如業界及消費者代表，以廣納意見。同時，
當局亦會研究 「保養得分評級」、 「安全得分評級」
兩項評分相加，杜絕表現不好的保養商仍可蒙混過關
的情況，完善規管制度。

北角英皇道升降機事故經機電署初步調查發現，
肇事升降機的鋼纜全斷裂、安全制動系統亦失效，陳
茂波在網誌表示，當局正考慮引用《升降機及自動梯
條例》向涉事承辦商及相關人士採取行動，如取消或

暫時吊銷其註冊、檢控及進行紀律聆訊。陳茂波強調
，雖然意外是首次發生，但亦不能接受，他又指
，全港有逾5.7萬部升降機，估計每日全港升降機
總乘客量高達2,800萬人次，因此升降機安全非常
重要。

2008年底大埔富善村發生升降機下墮事故，雖無
人受傷，但政府已立即檢討相關法例，並引入 「記分
制」，此外，政府在2011年提出《升降機及自動梯條
例》，《條例》在去年底生效，措施包括加強升降機
及自動梯工程從業員的註冊制度、提高違例的罰則水
平，及規定承辦商及物業負責人保存保養紀錄，以便
意外發生時調查等。

現行記分制分2部分，一是 「保養得分評級」，

另一是 「安全得分評級」，各佔50分，現時如承辦商
在其中一部分得分很低，但在另一部分獲很高分或滿
分，得分仍可超過50分。陳茂波表示，政府稍後會設
立 「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諮詢委員會」，檢視現行《
條例》和完善規管制度，例如記分制，委員會成員除
了業界團體代表外，亦包括物業管理機構及消費者等
代表，以廣納各界意見。

陳茂波指，現時政府巡查升降機的工作，已由10
抽1加強至7抽1，亦會對表現差的承辦商、機齡高及
經常發生故障的同一型號升降機等優先巡查。為
了抽查工作更聚焦，政府會考慮將以上情況的升降
機抽驗得更頻密，以令抽查更有彈性和更有針對
性。

九巴申請加價昨日正式生效，400條巴士線中，
約45%路線加幅高達6%至7%，當中市區、馬鞍山及
將軍澳區的路線加幅較高，單是將軍澳就有三條巴士
線加幅高達7.4%。加幅最高的是上水往打鼓嶺的79K
，達7.5%，由5.3元加至5.7元。6條短途線的票價加幅
最低，包括荃灣的39M和238M、粉嶺的273和278A及
上水的270和273B，每程票價均為3.4元，加幅3%。
至於過海隧道巴士線加幅最高的是108線，單程票價
超過10元。

九巴今次加價距離上次加價不足兩年，是五年內
第三次加價，亦是九巴15年來最大的加幅，每程平均
票價由6.3元加至6.6元，約75%乘客每程車費加幅不
多於4毫，餘下的加約0.5元至0.7元，馬場線車費最高
加價3元，平均加幅達4.9%，比2011年的3.6%及2009
年的4.5%都高。

「車費永遠只加不減」
羅先生家住將軍澳，每天到沙田上班須乘兩程車

，來回要20多元，覺得交通費高昂，現在九巴加價更
使他考慮轉乘其他交通工具，他對沒有小巴線直達公
司感到無奈，只能繼續乘坐九巴。他認為，九巴公司
賺錢不算少，不應加價，他期望政府發放更多交通津
貼，或向九巴公司施壓，為市民爭取減價。同樣 「焗
住搭」九巴的姚小姐直斥巴士公司 「離譜」，她說：
「可加可減機制下，車費永遠只加不減，若有其他選

擇定必不會選擇九巴。」
多個公共事業機構相繼加價，今年一月中電及港

燈電費上調5.9%及2.9%，西隧及大欖隧道費亦加價超
過一成。煤氣公司將於4月加價3.6%，每焦耳煤氣會
加1仙至22.85仙。交通運輸方面，市區、新界及大嶼
山的士亦於早前向運輸署申請加價，起錶分別加至22
元、19元及18元，最快9月實行。同時，運輸署正審理
135條專線小巴加價申請，當中申請加幅最高的是來
往土瓜灣及旺角的27M和28M，申請加幅達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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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修復鹽田作保育觀光

睡眠窒息易被市民忽視

統計處涉造假案明再審
【本報訊】記者陳錦輝報道：統計處前外勤統計主任姚

寶昌控告統計處，指控處方在90年初至2000年初縱容包庇同
事作假，以及統計處處長行為失當，他被判敗訴後再上訴，
案件明日再審。他接受查詢時指出，90年初統計處數據已嚴
重造假，單是97年因人口統計數據，便錯誤引導政府定下房
屋和教育需求，最終造成大量負資產。

姚寶昌表示，自己於70年代加入統計處，服務統計處超
過25年，上班首日便有同事向他說，處方不少數字造假，但
他不以為然。他入職後漸發現問題，最嚴重是90年代時，統
計處做了人口統計，估計香港有600萬人口，但其後從澳洲
引入準確計算人口的程式，卻發現香港實際只有520萬人。
他指出，統計處為了填數，把20萬個未能聯絡的住戶個案列
入在內，以每戶三人計算，便推出了近600萬人口的說法。
他又指出，當時的統計處處長何永本身亦造假，在未收齊
數據時，自行亂估消費物價指數，而且包庇下屬偷懶造假。

姚寶昌又說，他揭發事件後遭處方報復，更改其評核報
告，令他難以升職，他更在壓力過大後患上多項疾病，最終
要提早退休。他認為，法庭上次判案時，被處方和政府律師
代表瞞騙，指公務員條例准許上司修改評核報告，但有關的
說法只適用於96年修例後，因此處方有虛假陳述之嫌，他決
定再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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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半有機菜無認證
【本報訊】記者李兆德報道：一份有關有機產品的銷售

和消費調查顯示，本港售賣聲稱有機水產及蔬菜的商販的生
意額，較去年同期均錄得微跌；超過兩成半售賣水產的商販
認為，野生和天然水產、使用有機和天然飼料飼養，便是有
機水產。調查發現，有過半數聲稱有機的蔬菜來自非認證有
機農場或蔬菜批發市場，市民很大機會買到假冒有機菜。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昨日主辦年度 「3．17全城有機日」
，並發表 「2013年濕街市販商對 『有機產品』的認知及銷售
實況」調查報告 。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總監黃
煥忠表示，調查於去年12月31日至今年2月1日間進行，在香
港18區抽查部分街市，成功訪問來自91間街市的715戶菜檔
及魚檔商販。

黃煥忠稱，與過往兩年相比，本港有機蔬菜的市場佔有
率輕微下降。在調查聲稱有機蔬菜的來源時，當中有51%來
自本地非認證有機農場，部分來自長沙灣和西環批發市場的
有機蔬菜，可能是常規菜，令市民有可能購買到假的有機蔬
菜。

為保障市民的消費權益及香港有機產品市場的健康發展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建議當局以認證作監管，對 「有機標籤
」立法，杜絕濫用情況；鼓勵農民、漁民申請認證，提升自
身產品的可靠性；對市民開展相關教育，以促進市場的自我
監管；商販於售賣蔬菜時應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