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公布由20位成員
組成的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 名單，
任命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鄭慕智為委員會
主席，爭取兩年內就優化幼稚園教育、資
助模式和幼師培訓等實施方案提供建議。
鄭主席重申他不支持重設幼師薪級表的立
場，但認為不會影響委員會工作。教聯會
主席黃均瑜和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同
稱，薪級表已是業界共識，教育局必須表
態。

本報記者 彩雯

鄭慕智領軍免費幼教委會
冀兩年內提資助培訓建議 不支持重設薪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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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成員名單
主席

成員

鄭慕智（教統會主席）

廖鳳香（香港幼稚園協會副主席）

何蘭生（保良局李徐頌聲紀念幼稚園校長）

孔美琪（維多利亞教育機構總校長）

石麗儀（香港創價幼稚園教師）

甘秀雲（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主席）

林麗萍（天主教荃灣聖母幼稚園學校校監）

吳燕琴（救世軍學前教育總主任）

冼儉偉（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校長）

劉麗薇（香港大學學者）

徐聯安（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

黃駿傑（家長）

趙雅詩（家長）

陳家樂（教統會委員）

雷添良（教統會委員）

周雪鳳（教統會委員）

張鳳婷（業外人士）

許漢卿（業外人士）

黃偉雄（業外人士）

教育局代表

【本報訊】記者陳錦輝報道：出席海南
博鰲論壇的行政長官梁振英接受中央電視台
訪問指出，住房是民生頭等大事，在增加供
應的期間，必須作需求上的調控措施，早前
推出買家印花稅等已有成效，但不排除在有
需要時再出招。他又重申，限奶令是無其他
方法下的做法，期望與多方合作，滿足本地
和外地的需要，做到一個多贏的局面。

特區政府推出買家印花稅等稅項後，被
指引起內地買家不滿。中央電視台昨日播出
訪問梁振英的節目中，他回應事件，指出住
房是民生頭等大事，但由於過去數年樓價不
斷上升，令市民的負擔能力相對不斷下降，
但房屋不能依靠進口，亦不可能今天建房子

，明天便推出市場，因此政府要從兩頭做工
作，一是控制需求，另一則是增加供應。

他表示，在增加供應的期間，必須作一
些需求上的調控措施，特別是對外來需求，
以及短期投資和投機需求的控制，而措施初
步已取得成效， 「不排除往後可能有這個需
要（推出其他措施），我們必須也必定會嚴
密跟蹤這個樓市的發展。」他強調，政府不
會自滿，會繼續防範本地或海外影響，例如
金融因素造成市場出現的大波動。

另一項令內地人不滿的政策是港府推出
限奶令，梁振英指出，本港一年進口4300萬
公斤的奶粉，數量已經是相當大，但扣除本
港需求和轉口，有大量奶粉從零售層面被採

購，以不同方式送到深圳或其他地方，令香
港出現廣泛短缺的情況。他強調，奶粉並沒
有替代品，政府在數月內採取了其他措施仍
無效，因此才推行限奶令。

他解釋，特區政府會在供應層面穩定下
來後，才檢討下一步的做法，現時並未為限
奶令設時間表，期望與多方合作，包括進一
步了解奶粉供應商的營銷和經營方法， 「我
們要做到一方面在香港的零售可得到保證，
保證母親買到需要的奶粉，同時可滿足到內
地和海外消費者的需要，希望做到一個多贏
的局面，但到現在仍未找到一個好的方法。」

梁振英亦提到習近平在博鰲論壇的演講
，令他體會到中國在亞洲以至全世界有越來
越大的國際影響力，而香港亦面對機遇和挑
戰，他願意與全國和全亞洲人民一起建設更
美好的亞洲。他又表示，香港希望借論壇與
其他國家尋找共同發展的機會，相信香港作
為國家完全對外開放的城市，可以扮演連繫
者的角色，發揮好連繫內地和世界的作用。

梁振英籲內地理解限奶令

委員會中，除主席鄭慕智，還包括幼稚園業界、
辦學團體、師訓機構、教統會、教師和家長代表，以
及業外人士，加上一名教育局代表。委員會任期由即
日起，為期兩年。（見附表）

吳克儉表示： 「推行15年免費教育是現屆政府重
中之重的教育政策。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幼稚園教育的
不同持份者及其他專業人士，相信一定可以從多角度
探討及平衡各方的需要，並向教育局提供具體可行的
建議。」

個人意見不左右大局
就早前公開表示不支持重設幼師薪級表，鄭慕智

昨回應不會因個人意見左右委員會的工作及決定。他
又將幼師與律師類比，表明律師沒有薪級表不影響其
專業化。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黃均瑜則認為，成員有
個人意見很正常。 「但幼師薪級表已經成為業界的共
識，因此不需等兩年研討再作出決定，教育局應在此
事上表明誠意。」黃均瑜認為，現時的學券制和薪級
表相輔相成，應在增加學券面值的前提下，進一步制
定幼師薪級表。現階段應成立不同工作小組，以便委
員會能更有方向性。至於委員會結構，他表示： 「政
府公帑支出，始終需要不同的持份者才能有更廣泛的
代表性。」

業界促盡快落實
對於鄭慕智將幼師與律師類比，稱律師沒有薪級

表不影響其專業化，因此幼師同樣不受薪級表影響的
說法，葉建源議員認為幼師與律師屬於完全不同的專
業人員，且現時中小學都有薪級表。他又表示： 「20
人名單幼兒教育界差不多有6到7個，只佔1/3。有些
成員的名字都很陌生，對幼兒教育未必熟悉。」他認
為，既已確定名單，委員會就需要多聽取業界意見，

「最重要是盡快落實工作時間表」。
不過，兼任4間私營幼稚園校長、同時是香港幼

稚園協會永遠會長的胡肖霞直言： 「免費幼兒教育好
簡單一件事，政府冇再拖下去，最重要的是盡快落實
。幼師薪級表只是幼兒教育問題的旁支。」她認為既
然公立幼稚園都有幼師薪級表，要設立一個幼師薪級
表不是難事。胡肖霞指近年新轉非牟利幼稚園的沒有
政府資助，被業界稱為 「二奶仔」，實際上已經在對
幼稚園分類標籤。

【本報訊】記者李兆德報道：水務署研發生物感
應預警系統，利用斑馬魚監察水質，並以發光菌對懷
疑有問題的水樣本作檢測。生物感應預警系統每年的
成本較傳統抽水化驗成本節省約200萬元，每次以發
光菌檢測成本僅低至50元，若出現異常情況，系統更
會自動向工作人員發電郵、短訊，甚至打電話通知，
並即時保留水樣本留待測試，可提升快速和預防性水
質監測。

水務署水務化驗師（籌劃）鄧其禮表示，為加快
監察原水水質變化，兩年前開始研發 「生物感應預警
系統」，利用對水中污染物有高靈敏度反應的斑馬魚
，放置在有原水24小時不停流經的特製魚缸裡，配以
攝影機全天候錄影，連結至電腦系統上分析魚的活動
狀況，並即時傳送至網路上，讓工作人員可24小時監
察。若魚出現異常情況或死亡，系統會於15分鐘內向
工作人員發出電郵、短訊及致電通知，並即時儲存水
樣本，留待工作人員分析。

水務署水務化驗師（水質處理）鄭清文指，工作
人員取得懷疑有問題的水樣本後，會用一種以生物發

光技術為基礎的發光菌進行快速毒性檢測。發光菌於
檢測儀器下會發出藍綠色小光，檢測目的是觀察發光
菌於樣本中的光度變化，若有問題的水樣本加入發光
菌，光度會減小。整個檢測可於1小時內可辨別出超
過一千種水中有害物，例如山埃、鉛、甲醛、砒霜和
農藥等。這種快速毒性檢測系統為美國環保局認可，
且具高準確性及高靈敏度，每次檢測成本亦低至50
元。

鄧其禮補充，水務署會定期抽取水樣本作詳細化
驗，但分析一般需花上數十小時，而且成本昂貴，每
年的開支達225萬元。生物感應預警系統可更快速、
持續和準確監察水質，每年檢測的成本只是20多萬元
，節省達200萬元。目前系統只運作半年，署方收集
若干數據後，將會把系統擴展至其他濾水廠。

水務署延續24小時在線監察內地供港水質狀況，
配合工作人員監察，以及定期抽取水樣本作化驗，加
上最新研發的生物感應預警系統，可更快、更準確和
更符合成本效益地監察食水，保障供水的水質安全和
市民健康。

西九被批無機制控開支
【本報訊】西九文化區造價遠超原先216億的預算。政

府承認，隨通脹、建築成本增加，加上西九計劃有重大改
變，西九管理局將會尋求捐款、贊助等方式，嘗試按原定計
劃推展項目。有議員批評，政府無機制控制西九文化區的開
支，認為政府一向表現胸有成竹可能是錯覺。

昨日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討論西九文化區項目，政府承認
，立法會在2008年批給西九文化局的撥款，未必足夠支付開
支，但無披露實際數字，引來議員批評。民建聯的鍾樹根關
注首個藝術場地戲曲中心的造價倍增至27億元，質疑投標時
沒有設定上限，有如無底深潭。身兼西九董事會成員的議員
馬逢國表示，董事會一直關注建築成本上升，但似乎是無機
制控制成本預算，他認為政府一向表現胸有成竹可能是錯覺。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表示，控制成本肯定要做，過程
是由西九管理局嚴密監控，至於是否胸有成竹，他表示以政
府目前的財力計算，有信心做得到，但不能夠承諾當初撥款
216億元，是否足夠整個項目使用。

現時政府掌握到較具體的成本數字，是文化區首個項目
戲曲中心，原本估算13億倍升至27億，但都只是第一期的預
算，仍未計第2期的建築成本。政府表示，西九計劃較原先
的規模大了，新增了公園、泊車設施等，而這些設施都沒有
計入一筆過撥款的估算內。西九管理局將會尋求捐款、贊助
等的資助，務求不用再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推展項目。

西九行政總裁連納智表示，2008年戲曲中心的預算造價
是10億元，當時沒有包括輔助設施，例如休憩空間及停車場
，加上造價是由設計隊伍做估算，而過去幾個月的建築價格
投標指數上升了100%，反映成本的上漲。

新沙士更易感染呼吸道
【本報訊】記者劉柏裕報道：香港大學醫學院研究發現

，新型冠狀病毒（俗稱新沙士）可能比沙士冠狀病毒造成更
嚴重的肺部損傷，但干擾素治療法可有效抑制肺部病毒複製
，對未來的臨床治療帶來重要啟示。

今次研究由香港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流感研究中心
、病理學系與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研究學者領
導進行，公共衛生學院助理教授兼研究團隊成員之一的陳志
偉表示，醫學界仍未清楚了解新型冠狀病毒的病發機制，以
及如何導致人類死亡。

研究人員利用人類呼吸道組織進行體外培植，首次發現
新型冠狀病毒如何導致肺病及如何擴散至其他器官。新型冠
狀病毒能感染人類肺部中主要負責氧氣交換的一型肺泡上皮
細胞，以及作為肺組織再生和修復損害的關鍵細胞的二型肺
泡上皮細胞。病毒自行進行複製，對肺部細胞造成損害，從
而引起嚴重肺炎。新型冠狀病毒還能感染肺血管內皮細胞，
讓病毒有機會通過血液傳播到呼吸道以外的器官。

研究同時比較了新型冠狀病毒、沙士冠狀病毒和引致傷
風病徵的人類冠狀病毒的感染情況。結果顯示，新型冠狀病
毒可能對患者造成更嚴重的肺部損傷。

研究人員還發現，新型冠狀病毒可避開肺部干擾素的激
活反應，對肺部細胞造成損害。干擾素是人類抵禦病毒感染
的第一線防禦系統。正因如此，採用干擾素治療法可有效抑
制肺部病毒複製，給未來的臨床治療帶來重要啟示。

今次研究結果最近在國際病毒學雜誌《病毒學期刊》上
發表。

委員會源自施政報告
特首梁振英去年3月在競選政綱中，列明推行免

費幼兒教育，並在教育統籌委員會屬下成立工作小組
與幼兒教育界的持份者，包括辦學團體、校長、教師
和家長，共同研究具體實施辦法，考慮直接資助非牟
利幼兒園和幼稚園的教師薪酬。

今年初，行政長官梁振英推出任內首份施政報告
，提出成立幼稚園教育專責委員會，研究幼稚園免費
教育的可行性。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也表示，專責委員
會並非研究做或不做，而是如何切實可行地做。不過
《施政報告》未有提及落實15年免費教育的時間表及
藍圖。被業界批評無誠意推行有關政策。

今年3月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研究免費幼兒
教育的專責委員會名單已有腹稿，將邀請幼教界人士
及家長等持份者加入。

水署研以斑馬魚監測水質 九巴80年展覽周六開幕
【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老一輩市民五、六十年代

買票逼巴士的集體回憶有機會重溫，九巴將舉行80周年開放
日及歷史展覽，除展出多部古董巴士及物品供巴士迷拍照，
並首度播放1958年粵語長片《第七號司機》的珍貴片段，展
出劇中已故演員張瑛身穿的司機制服。九巴亦首次舉辦大型
定向活動，邀請全港市民贊助參賽者，最高20名可得以舊式
車票設計的限量版八達通卡。

九巴自1933年4月13日正式取得專營權，本周六正值80
周年紀念日，沙田車廠舉辦開放日，除展出外號 「烏嘴狗」
的丹拿A古董巴士外，亦將播放1958年粵語長片《第七號司
機》，展出劇中已故演員張瑛穿過的司機制服，令老一輩市
民有機會回顧五、六十年代 「獅子山下」買票逼巴士的集體
回憶。

另外，巴士公司與香港歷史博物館計劃下半年合辦巴士
歷史展覽，九巴企業事務總監陳碧君稱，館長丁新豹及多名
本地歷史學者正考證展品年代及巴士站地名典故，屆時會展
出車票鉗、售票袋、路線攪布等與巴士有關的古物。

為向市民宣傳新落成屯門公路轉車站，推廣智能乘車手
機應用程式，九巴邀請員工及大專生組隊進行全港定向比賽
，各隊完成任務過程必須以九巴作交通工具。全港市民可以
慈善捐款形式贊助隊伍，最高捐款額首20名可獲限量版以舊
式車票設計八達通卡。

▲鄧其禮指，斑馬魚若出現異常情況或死亡，系
統會於15分鐘內通知工作人員，並即時儲存水樣
本，留待分析

本報記者李兆德攝

▲特首梁振英表示，樓市調控措施初步已取得成效 資料圖片

◀九巴於
1949年開
始以丹拿
A型雙層
巴士服務
市民，圖
為模型

▲鄭慕智爭取兩年內就
資助模式和幼師培訓等
實施方案提供建議

◀業界促請盡快落實免
費幼兒教育

【本報訊】記者譚月兒報道：發展局提交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文件顯示，過去兩個財政年度，私樓實際
供應量均低過政府原先預期，分別低45%及35%。發
展局局長表示，由於私樓實際建屋量須取決政府賣地
、鐵路物業發展項目及市建局項目招標、發展商簽立
土地契約修訂意願等等結果的變化，實際供應量無可
避免地會與預期有所不同。

發展局文件顯示，政府在2011年2月估計，2011/
12年度的私樓建屋量為35400個單位，但去年5月實際
供應量只有19460個單位，較預期少了45%。去年2月
，政府估計的2012/13年度建屋量為29800個單位，但
今年2月顯示的實際供應量只有19300個單位，較預期
少了35%，差距近1萬個單位。

發展局局長在文件指出，私樓土地供應主要源於

政府賣地、鐵路公司住宅發展項目、市區重建局項目
等等因素的變化而定，由於這些結果變化多端，故難
免出現錯誤評估。

在2012/13年度，須修訂土地契約／換地項目落
差最大，政府以2006至2010年間，平均每年有3300宗
修訂土地契約／換地個案，作為該年內的預測數量，
但截至今年2月，只有700宗換地個案，較預期減少
78%。政府賣地計劃結果也低於預期，政府上年度有
47幅用地納入賣地計劃，預計可提供13500個單位，
但截至今年2月，只有24幅用地售出，提供8200個單
位，較預期減少39%。

過去兩年建屋量低於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