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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或任何集團直屬公司均不是外判商，和黃集團
、嚴磊輝及和記港口信託系內的高級行政人員均不是
任何外判商的董事。

Sakoma（成功）及Floata（富大）是和記港口信託旗
下公司，他們透過服務合約聘請外判商，為集團及其
他公司提供服務，但他們本身並不是外判商。

外判商Everbest Port Services Limited（永豐）的
公司股東與和黃集團絕對無關。

有指外判商永豐與集團直屬公司Sakoma（成功）為同
一公司，絕非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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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促增兒童綜援金

二〇一三年四月四日 星期四A4要聞責任編輯：梁景堯 陳繼展

嚴磊輝斥壹週刊失實
指外判商與和黃無關

碼碼

頭頭

工工

潮潮

【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補習與課外活動儼
如兒童必需品，對基層家庭造成沉重經濟負擔。關注
團體發表綜援家庭調查結果，每名兒童平均月花800元
作補習及課外活動費，總平均開支達2300元較現時政
府兒童綜援高，家長要節衣縮食補貼子女。團體促請
政府提升兒童綜援標準金額及學生午膳津貼，及建議
關愛基金學童資助範圍擴至中學生。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昨發表問卷調查結果，成功
訪問228個領取綜援家庭共324名幼稚園及中小學生，
全部認為現時兒童標準金額不足夠，逾5成認為應增加
600至800元。團體推算受訪家庭324名幼稚園及中小學
生，每名兒童月平均開支高達2300元，當中膳食開支
超過一半，其次為補習及課外活動或興趣班，開支分
別約400及300元。惟現時兒童綜援標準金額視乎人數
介乎1650至2060元，學生膳食津貼僅245元，令基層家
庭入不敷支。

日僅食兩餐助兒學游泳
聯盟發言人李大成稱調查所得的膳食開支佔標準

金額超過60%，按 「恩格爾指數」已符合貧窮兒童定
義，意味家長要節衣縮食騰出金錢應付開支，遑論
讓子女參加課外活動，又指有學童知道家境困難，收
到學校交費單不敢呈交父母，年紀小小造成心理陰影
。聯盟調查員李彥豪表示，學校重 「一人一體藝」
，參與課外活動關乎升中前途，基層兒童無錢參加等
如輸在起跑線上，不符社會公義，建議政府提升標準
金額至少400至600元，膳食津貼則增加100元以上或以

實報實銷計算。
化名阿文單親綜援媽媽表示，生活捉襟見肘每月

所餘無幾，早前因無錢交學費被迫中斷6歲女兒上英文
班。現時學校飯盒月費達400元，自己要想辦法省百多
元填補津貼餘額。另一名單親媽媽阿芬表示，患讀寫
障礙的9歲兒子每月花600元學游泳，自己每日只能食
兩餐省吃儉用。

社會福利署發言人表示，社援指數系統會每5年更
新1次，確保指數準確反映綜援住戶的最新開支模式，
以及金額的購買力得以維持，機制行之有效，今年2月

1日起已把綜援標準項目及公共福利金計劃的津貼金額
上調4.0%。兒童的綜援標準金額較高，在學者更獲發
多項特別津貼應付教育開支，例如學費、學生膳食津
貼、上網費津貼、上學交通費津貼和中學文憑考試費
津貼等。

另外，香港婦女中心協會認為社會忽略家長需要
，要求政府為特殊需要兒童照顧者發放額外津貼，以
「變相出糧」形式幫補開支，又認為社會應承擔兒童

發展需要，建議政府向兒童 「派糖」，參考長者生果
金設立 「牛奶金」，向全港兒童每月發放1100元。

父母勁慳補貼子女補習

【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13歲男童張睿霆頸
椎手術後死亡事件，死因研訊踏入第6日。當日進行手
術的其中2名醫生繼續作供。屯門醫院腦神經外科部主
管方道生表示，男童頸椎移位，日後有四肢癱瘓的風
險，進行手術是唯一改善方法。手術後，搶救男童的
新界西聯網深切治療部總監古志坤表示，男童進入深
切治療部時，腦幹無反應。

方道生供稱，男童頸椎移位有惡化趨勢，如任由
頸椎問題存在，椎骨可能壓壞脊椎神經線，令男童四
肢癱瘓。萬一男童在日常生活受到外力拖壓或撞擊，

可能會傷及腦部。他強調，男童有必要接受 「枕頸融
合術手術」，而且手術過程暢順。他解釋，枕頸融合
術是在椎骨加入植入物，以永久穩定椎骨位置，預防
椎骨損毀脊椎神經。

方道生表示，手術後檢查男童，發現喉嚨、眼部
、嘴唇無腫脹，呼吸頻率正常，才拔去手術用呼吸喉
管。他稱，手術用呼吸喉管長期插在病人氣道，會令
病人不適。當麻醉藥過後，病人醒來，病人會本能地
自行拔喉，拔喉不當可能會使氣道受傷。

新界西聯網深切治療部總監古志坤在庭上表示，

在2011年8月4日接收男童。當時男童已經昏迷，更出
現體溫偏低、瞳孔擴張等徵狀，檢查後發現男童腦神
經系統已失去功能，只能以機器及藥物維持呼吸，最
後確定腦幹死亡。古志坤表示，男童氣道周圍有軟組
織出現腫脹。他認為可能是搶救時多次嘗試重插喉管
失敗而造成。

家屬的代表律師表示，根據錄音紀錄，古志坤曾
對家屬稱，可能是因為男童俯接受手術達八小時，
氣道因此出現腫脹。古志坤表示，不記得自己曾講過
有關說話。

事源於，死者張睿霆2011年在8月4日於屯門醫院
接受手術，之後昏迷至8月22日死亡。事後，男童父母
才知道有關手術會被攝錄，用作日後示範教學用途。
父母認為院方要求進行不必要的手術，令男童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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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5人在
上周四進食珊瑚魚後懷疑中 「雪卡毒」
，他們在新蒲崗一商場內的龍皇酒家進
食名為 「臘腸斑」的珊瑚魚後，陸續出
現 「雪卡毒」中毒的徵狀，當中4人曾求
醫，現時全部情況穩定。有海鮮批發商
表示，估計該魚購自南沙群島，但進食
「臘腸斑」而中 「雪卡毒」的機會很微

，認為是次個案 「萬中無一」。
5名人士分別為1名2歲男童，2名33

歲女士及1名58歲女士，他們在上周四（
3月28日）在龍皇酒家位於商場Mikiki的
分店晚膳，其間進食名為 「臘腸斑」的
珊瑚魚後，約12至36小時後出現 「雪卡
毒」中毒徵狀，包括四肢疼痛、麻痹和
噁心。當中男童和2名33歲女士曾分別向
仁安醫院及私家醫生求診，但無須留院
，所有人現時情況穩定，衛生防護中心
現正調查事件。

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說， 「雪卡毒
」的食物中毒個案在熱帶地方並不罕見
，受影響人士會出現口及四肢麻痹、嘔
吐、肚瀉、冷熱感覺顛倒、關節及肌肉
痛等病徵，而部分中 「雪卡毒」人士都
會痊愈，並不會對健康帶來長遠後遺症
，但吸取過多毒素就會影響循環及神經
系統。發言人續指，由於煮食並不能將
這些毒素分解，呼籲市民進食珊瑚魚時
，應避免吃頭部、魚皮、內臟和魚卵，
因毒素較多積聚於這些部分，此外，市
民不要購買來歷可疑的魚。

龍皇酒家飲食集團主席黃永幟表示
，該珊瑚魚購自茶果嶺一海鮮批發市場
，當時購入2條，2條均有顧客訂購。黃
永幟稱，集團本在沙巴有魚類養殖場，

碰巧上周四缺貨，便往海鮮批發市場補貨，但卻 「中
招」，慨嘆 「自己都唔好意思。」日後將只採用自己
養殖場的珊瑚魚，並會主動聯絡該5名人士，向他們
致歉及商討賠償。

海鮮業聯合總會主席李彩華表示，估計該魚是購
自南沙群島，而南沙群島是本港最主要的珊瑚魚供應
地。他續稱，市民進食 「臘腸斑」而中毒的個案很少
，可算是 「萬中無一」，相信是次事件為個別事件。

醫生稱頸患童或四肢癱瘓

▲有海鮮批發商認為食 「臘腸斑」 中 「雪卡毒」
的機會很微

◀李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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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陳卓康攝

▲嚴磊輝強調和黃集團與碼
頭公司及相關的管理人員與
外判商絕無關係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批評香港國際碼頭公司講大話的《壹週刊》報
道，主要根據碼頭外判商 「永豐公司」的職員證上
，註明承辦公司是 「成功公司（Sakoma）」，並印
有 「亞洲港口聯運」的字樣，根據公司註冊資料顯
示， 「成功公司」的大股東是 「亞洲港口聯運」，
屬 「和記港口信託公司」的全資公司，而小股東是
和黃旗下的公司以及和黃執行董事陸法蘭；而 「成
功公司」的董事則包括嚴磊輝等。

文中還指另一碼頭外判公司 「富大（Floata）
」，其中一名股東是陸法蘭，董事包括嚴磊輝，因
此認為和黃、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與外判商關係
密切，質疑是 「假外判」。

迅速發聲明 研法律追究
對此，香港國際碼頭公司迅速發表聲明，指出

相關報道失實，至昨午5時嚴磊輝亦召開記者會，
斥責有關報道的內容與事實極度不符，他承認自己
是 「成功公司」的董事之一，但強調 「成功」與 「
富大」都是 「和記港口信託」旗下的公司，負責與
外判商簽署服務合約，為集團和其他公司提供服務
，但強調該2間公司本身並非外判商，亦與真正的
外判商 「永豐」絕無關係。他說： 「碼頭公司或任
何集團直屬公司都不是外判商，有關的報道是沒有
事實根據的。」

曾在傳媒工作的嚴磊輝也在記者會上重申，言
論可以自由，但事實不能被扭曲。他斥責周刊只憑
一些片面資料，在沒有核實的情況下作出結論有誤
導讀者之嫌。他補充，周刊明知工潮已經逐步激化
為社會事件，而且部分環節已經涉及法律程序，仍
然作出與事實不符的報道，只會令碼頭工潮事件更
加惡化，加深各方的誤會和損失。國際碼頭有限公
司對相關報道深表不滿，並會向有關人士作出法律
追究，要求賠償。

據了解， 「成功公司」在過去幾年就已經不再
負責與外判商簽約的事宜。而相關的工作也兩度易
手，目前是由 「和記港口信託」旗下的Hutchison
Logistics負責。

對於至今部分碼頭員工的工作證上仍註明承辦

公司是 「成功公司」。嚴磊輝坦言這是碼頭方面的
行政失誤。 「成功現在已經不再負責與外判商簽約
，我想是我們的同事忘記修改工作證的模板，直接
套用以前的版本，導致造成誤解。」他稱有權進入
碼頭的員工所佩戴的工作證有些是直接印上外判商
的名字，也有印上聘請外判商的信託公司的名字，
如成功碼頭有限公司等。但承辦商聘用的工人並非
成功碼頭有限公司或香港國際碼頭公司的僱員。目
前碼頭公司已經就上述失誤展開跟進工作。

碼頭員工證件印刷有誤
另方面，就葵涌碼頭工潮持續了7日，且仍未

見解決跡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建宗表示，貨櫃碼
頭罷工第1天開始，政府就已經高度關注事件。而
他本人也已親自跟進。

他表示，昨日與和黃高層會面時，對方認同要
盡快解決工潮。不過，對於會面是否有討論到加薪
的問題，他就拒絕透露。被問及資方在過去一個禮
拜，都沒有現身與勞方對話，是否缺乏誠意；張建
宗認為資方是有誠意的，政府在今次的事件中擔任
調解角色，有信心能夠打破僵局。他希望能夠在明
天前，啟動對話機制，調停事件。張建宗又表示，
沒有事實證明參與罷工的工人會被秋後算帳，當局
也有跟進相關的事件。

葵涌貨櫃碼頭工潮踏入第7天，就有周
刊報道指稱，和記黃埔的高層以及香港國際
碼頭公司董事總經理嚴磊輝，其實是碼頭外
判公司股東或董事，認為是以 「假外判」 來
壓榨工人。對此，嚴磊輝昨日召開記者會駁
斥報道的內容與事實極度不符。他強調和黃
集團和碼頭公司及相關的管理人員與外判商
絕無關係，並會就報道及相關人士作出法律
追究。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認為，資方
有解決問題的誠意，並希望能夠在明日前啟
動對話機制。 本報記者 黃 昱

【本報訊】記者黃昱報道：貨櫃碼頭工潮持
續一個禮拜，300多名工人及支持者繼續在碼頭
外守候。募集所得的罷工基金出現離奇增長，一
夜間暴增80萬至昨日的140萬元。其中一筆捐款
更高達10多萬元，對於款項捐獻者，職工盟含糊
其辭，未有交代幕後金主是誰。

募集所得的罷工基金，在昨日出現離奇增長
。據了解，早前4天，基金僅募集到約60萬元的
資金，但一夜之間，基金卻離奇暴增。職工盟秘
書長李卓人在昨日下午，對外宣布罷工基金已經
累計達140萬元，打破以往香港罷工基金的最高
紀錄。昨日下午，工會向前日未發得生活津貼的
罷工工人派發1000元的補助金。

對於為何基金在開始募捐的第5日突然增長
超過一倍，李卓人含糊其辭，僅表示可能是罷工
事件得到各界的關注。他又稱，據其了解，最大
筆的捐贈僅是5萬元。

但與此同時，也有職工盟成員向記者透露，
最大筆的捐助高達10餘萬元，但具體數字不得而
知，而捐贈者也無法查清。他透露數筆大額的贊
助也有可能是從多方募集而合一轉帳至基金的戶
口。李卓人又表示，視乎基金的狀況，可能會在
本周五，再向工人發放生活津貼。

基金一夜暴增80萬
職工盟拒交代金主

◀嚴磊輝坦
言部分碼頭
員工的工作
證上仍註明
承辦公司是
「成功公司」
屬行政失誤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