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前廉政專員超標宴客送禮報道，廉政專員白韞六昨日表示，經內部檢討後已採取
行動進一步完善現有內部指引，包括：第一，今後所有宴請的人均開支不得超過450元上
限，並盡可能安排在廉署內部餐廳進行；第二，除非必要，否則不再向訪客贈送禮品，
而禮品也將局限於廉署大廈模型與反貪電視片等物品。他強調，廉署一直恪守 「廉潔自
守」 的核心價值，不希望廉署 「金漆招牌」 因此事受到損害。

本報記者 戴正言

白韞六強調廉潔自守
廉署完善指引嚴限送禮宴請

沙田數年內增逾三萬單位
區會研究是否進一步增地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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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港人在內地超齡子女的單
程證申請實施2年，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回應立法會議員質
詢時表示，至上月底共約4.2萬宗申請當中，81%已完成初步
審核，71%成功獲批。黎棟國表示，內地正積極處理餘下申
請，讓超齡子女盡快來港與親人團聚。

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跟進2011年實施的港人在內地超齡子
女分階段申請單程證情況，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回應查詢時
稱，根據內地當局資料，截至今年3月底共接獲約4.2萬宗超
齡子女提出的單程證申請，當中超過81%約3萬4千宗申請已
完成初步審核，71%即約3萬宗已批出單程證。

黎棟國續稱，內地正積極處理餘下申請，視乎申請人數
及審批進度，適時公布下一階段安排，讓合資格的港人內地
超齡子女盡快來港與親人團聚。入境事務處表示，截至目前
並無收到有關超齡子女申請來港的投訴或舉報，會根據求助
人的訴求，向內地當局反映並提供可行協助，包括協助年邁
及行動不便的申請人父母採集樣本作基因分析。

【本報訊】記者余育奇報道：長期使用智能手機可致拇
指關節炎，若不及早治療，病情嚴重須施手術，骨科專科醫
生稱，香港去年引入新的 「熱解碳」置換技術，將 「熱解碳
」植入關節填補磨蝕位置，較傳統手術復原速度快一倍，手
術費便宜3/4。

港安醫院昨日公布新型手指骨換骹手術，香港港安醫院
骨科專科醫生莫華康表示，年紀增長及意外是關節炎的主要
成因，前者是因使用關節過多，後者則因受傷致關節移位後
，致關節磨蝕，若受傷後沒有妥善處理，5年後可惡化成關
節炎。他指，近年多了拇指關節炎患者，每年看診的300個
有手部問題病人當中，有50%表示手指疼痛，問診後發覺多
數患者長期使用智能手機。他稱，人類拇指關節的結構並不
適合進行按押手機的運動，若長時間使用手機，有可能導致
手指關節勞損。

莫華康指出，若在病情初期接受物理治療，90%病人可
以康復，其他治療方法包括冰敷、跌打、服食消炎藥或注射
類固醇等，只能暫緩痛楚，一般只能紓緩6個月，若情況無
法控制，則須動手術。傳統手術是移除受損關節，但術後拇
指會 「力不從心」，加上住院時間長，須至少3個月才可恢
復日常工作，有70%病人不願接受手術。

莫華康表示，本港於去年3月引入熱解碳置換術，把熱
解碳的物質置入患處，填補磨蝕關節，康復時間比傳統手術
短得多。手術只需約1.5小時，可即時出院，2周後可以活動
，再通過6周物理治療即可重投工作，並不會出現無力的後
遺症，費用比傳統手術便宜3/4。熱解碳成份與骨頭相似，
不會引起排斥作用，硬度不及鐵，置入後不會磨損鄰近組織
。法國使用此技術10年，超過90%病人表示滿意。

【本報訊】港台節目《議政四方》剪輯並播出早前對愛
港之聲主席高達斌的訪問，高達斌直言， 「佔領中環」運動
的目的並非尋找政改方案，而是威脅中央政府若不跟其邏輯
實行普選，便要 「癱瘓中環」，他強調民主精神不是集中討
論選舉制度。他接受本報記者查詢時稱，青年民建聯主席周
浩鼎將應邀出席4月28日該會主辦的普選論壇，但 「真普聯
」至今未提供出席者人選。

港台節目《議政四方》將早前對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近
2個小時的採訪，剪輯成約三分鐘的片段並播出。片段中，
高達斌堅持民主選舉並不等於 「一人一票」，認為一人一票
有機會選出 「口甜舌滑、嘩眾取寵」的政客，難以促進香港
社會之進步。當被問及為何不讓港人承擔 「選出庸才」的後
果時，他反問 「為什麼要讓佢承受？既然我知道，為什麼
不能早點講出來？」

高達斌續指，戴耀廷等人發起的 「佔領中環」運動，不
是尋找普選方案，而是要中國政府遵循戴等人提出的方案，
否則便以 「癱瘓中環」相威脅。他說，若根據戴的邏輯，自
認公義便非法 「公民抗命」，為何不直接搶劫銀行，再派錢
給窮人呢？他強調，普通市民儘管不支持此運動，但無能力
反對。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在節目中表示，除
了主流反對派和建制派的聲音，亦出現走極端的上述兩派聲
音，當不斷在媒體上放大時，可能 「火上澆油」，令社會上
更難達成共識。

高達斌在接受本報查詢時指，建制派一方已確定由青年
民建聯主席周浩鼎，出席愛港之聲本月28日的首次論壇，而
反對派就未能提供出席者名字。

高達斌稱佔中圖脅迫中央

沙田區主要住宅項目
地點

火炭

火炭前平房區

前沙田警察宿舍，禾輋豐順街

沙田36C區

沙田16區禾上墩街

九鐵火炭站

單位供應

大圍

美田邨4期，香粉寮街

水泉澳

沙田4C區香粉寮街（大圍）

沙田4D區碧田街（大圍）

沙田31區顯田街（大圍）

馬鐵車公廟站

馬鐵大圍站

香粉寮街近香粉寮新村

單位供應

馬鞍山

九肚山A地盤

勾地表內土地（包括九肚及落禾沙）

馬鞍山村路

馬鞍山鞍駿街空地

馬鞍山落禾沙

單位供應

總單位供應數量

資料來源：沙田區議會沙田土地發展工作小組《沙田土地發展研究計劃》

土地用途

公營房屋

公營房屋

公營房屋

新居屋

私營房屋

7270個公營房屋單位、520個新居屋單位及2060個私營房屋單位

公營房屋

公營房屋

新居屋

新居屋

新居屋

私營房屋

私營房屋

私營房屋

12200個公營房屋單位、740個新居屋單位及4690個私營房屋單位

私營房屋

私營房屋

私營房屋

私營房屋

私營房屋

4950個私營房屋單位

單位數目（個）

4200

1600

1470

520

2060

1200

11000

220

270

250

980

2900

810

970

1010

180

-

2790

32430

現時情況

已落實規劃

興建中

已落實規劃

規劃中

建築中

興建中

興建中

已落實規劃

已落實規劃

已落實規劃

建築中

已落實規劃

已落實規劃

建築中

已落實規劃

已落實規劃

尚未落實

建築中

預計完工年份

2018至2021

2013

-

2019

-

2013

2014至2015

2016

2016

2017

-

-

-

-

-

-

-

-

【本報記者曾敏捷報道】沙田未來數年已規劃或
興建中的房屋單位逾3.2萬個，主要集中在大圍、馬
鞍山與火炭區，沙田區議會委託中文大學調查，居民
對區內進一步增建房屋意見分歧，54%人贊成，30%
人反對，反對者擔心影響景觀，贊成者認為房屋供應
不足，沙田可開拓山坡建屋。

政府致力覓地建屋，沙田是 「供屋重地」之一，
未來數年有大約31980個公私營單位落成。位於沙田
區中心的沙田及火炭一帶，以公營資助房屋發展為主
，現已落實規劃或建築中的主要住宅包括三個公營項
目及一個新居屋項目，合共可增加9850個單位，另有
2060個私營房屋。大圍一帶則公私營房屋兼備，預計
可增加12200個公營房屋單位、740個新居屋單位以及
4690個私營房屋單位。擁有臨海新發展地皮的馬鞍山
，以私人房屋發展為主，目前已落實規劃或建築中的
住宅項目皆為私營房屋，合共增加4950個單位。

為優化土地發展，沙田區議會發展及房屋委員會
轄下的沙田土地發展工作小組委託中大進行《沙田土
地發展研究計劃》，成功訪問529人，逾90%是沙田
區居民。調查顯示，居民對區內進一步增建房屋意見
分歧，54.6%受訪者贊成沙田進一步興建房屋，滿足
市民的房屋需求，認為可開拓沙田的山坡建屋，同時
重建舊區、棄置工廠等。反對的29.7%受訪者認為，
沙田的房屋已經很擠迫，發展密度高，不適宜再建屋
，擔心屏風樓影響景觀及空氣流通。

支持建屋的受訪者普遍認為馬鞍山區及沙田污水
處理廠搬遷後用地均適合發展房屋用途。沙田污水處
理廠佔地約28公頃，政府現正研究把污水處理廠遷往
岩洞，以騰空原址作房屋或其他用途。

調查又指，地區人士普遍滿意沙田現時的土地利
用布局，惟認石門及火炭工業區與住宅太接近，區內
亦存在骨灰龕、垃圾場及污水處理廠多處不受歡迎的
公共設施，希望政府改善不協調的土地利用，並增加
康樂文娛及社區設施。沙田區議會將於下月討論調查
報告的相關議題。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香港和台灣經貿關
係密切，但彼此的投資額一直偏低。香港台灣商貿合
作委員會（商合會）主席李大壯表示，希望台灣當局
降低陸資企業赴台投資門檻，將陸資持股比率上限由
10%放寬至20%，以吸引不同領域的香港中資企業赴
台投資。他又說，希望香港和台灣簽訂類似CEPA或
ECFA等更緊密合作協議，加強兩地合作的互信。

全國政協委員、商合會主席李大壯昨日與傳媒茶

敘，匯報港台經貿最新情況及展望未來發展。他說，
香港和台灣經貿上緊密合作，去年1月至11月，香港
對台灣的總出口達92億美元，而香港從台灣進口的產
品總值達288億美元。不過兩地在互相投資方面表現
「差強人意」，去年同期，香港公司赴台投資項目總

值只有約2.8億美元，而台灣公司到香港的投資項目
總值只有約2億美元。

李大壯解釋，中資在香港股票市場達到60%，成
為港企的重要部分，但台灣對陸資企業的投資門檻要
求過高，規定陸資企業在台灣投資項目中的持股比率
不能超過10%，令不少港中資企業基於會計和投資效
益考慮，對台灣投資市場望而卻步。李大壯期望，台
灣當局未來能放寬在港註冊的大陸企業到台投資的門
檻，將陸資持股比率上限提升至20%，吸引不同領域
的港中資企業赴台投資。

李大壯強調，商合會未來會繼續推動香港與台灣
早日具體磋商類似CEPA或ECFA等更緊密合作協議
。他認為，港台經貿關係隨兩岸穩定和平發展更趨
緊密，未來應繼續加強人流、物流、資金流三方面的
往來合作，而香港特區政府正與台灣當局，在加強物
流合作方面作可行性探討，如果港台能夠簽署更緊密
合作協議，相信可加強雙方經貿合作的互信，令投資
者放心。他又說，目前不應執著協議用何名稱，適合

雙方身份即可。
商合會其中一名成員為新任旅遊發展局主席林建

岳，李大壯說，港台在旅遊業合作有好大發展空間，
他已向林建岳提出建議，由旅發局建立聯合兩岸四地
的旅遊業合作平台，討論如何建立相關制度和完整的
產業鏈，共同發展大中華經濟生活圈的國際旅客市場
。至於兩岸間的一些政治波瀾會否影響到港、台之間
的經貿關係，李大壯說，各方的溝通大門經常都是打
開的，相信不會受到太大影響。

貨櫃碼頭工潮未有解決跡象。全國政協委員兼香
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主席李大壯昨稱，暫時未收到
駐港台資企業對貨櫃碼頭工潮的意見，他認為事件或
令香港在外地投資者眼中，留下社會不夠穩定的印象
，香港的轉口港業務肯定受影響。

李大壯昨日與傳媒會面時，被問及貨櫃碼頭工潮
是否影響港台物流合作。李大壯表示，很不幸見到工
潮發生，涉事公司每日都在虧損，但談判機制無效，
香港的轉口港業務肯定受影響。他續稱，任何一個地
方的經商環境，主要看社會是否穩定，現時工潮影響
到碼頭貨物交收不準時，貨主和船公司自然會有所判
斷和選擇。李大壯又說，暫時未收到駐港台資企業對
貨櫃碼頭工潮的意見，相信台灣在港企業都對有關情
況有一定了解。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公屋高空擲物4年增逾一
倍，高空擲物報告數目由09年140宗，增至去年290宗，被扣
分及被定罪個案由111宗增至331宗。公屋聯會主席王坤指出
，新的數碼 「天眼」監察系統舉證高空擲物有功，建議政府
引入一一天眼。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日書面回應立法會議員的質
詢時透露，房屋署現時共有145套俗稱 「天眼」的高空擲物
監察系統，分別安裝在固定屋或流動使用，加上12隊特別
職務隊輪流巡查各個屋，偵查高空擲物。在過去4年，高
空擲物報告數目由09年140宗，增至去年290宗，被扣分及被
定罪個案分別由90宗及21宗，增至215宗及26宗。過去3年，
透過高空擲物監察系統所蒐集的證據而成功檢控的個案共有
70多宗。

王坤表示，近年公屋高空擲物的情況並沒有惡化，相信
被扣分及被定罪個案增加與房屋署加強巡查以及引入新的數
碼 「天眼」監察系統有關，因以往的錄像帶 「天眼」監察系
統拍攝的影像質素較差，往往難以辨認高空擲物的公屋住戶
，但數碼系統不但可以因畫面變化即時提示監察職員，同時
可更清晰辨認人像，舉證更有力。他認為現時的數碼 「天眼
」監察系統價格不算太貴，建議政府引入一一天眼。

李大壯冀降陸資入台門檻

工潮影響轉口業務

昨日有報道稱，前廉政專員湯顯明於2010年2次
宴請內地官員，人均花費逾千，遠超廉署內部規定。
此外，湯顯明亦曾多次贈送總值數千元的禮品予來訪
官員，同樣不符廉署內部要求。報道引起公眾廣泛關
注，有立法會議員更稱，考慮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徹
查事件。

紀念品只送廉署模型盾牌
上任僅9個月的廉政專員白韞六昨與記者會面時

承認，廉署內部指引有進一步完善之處，尤其是在贈
送禮物方面，指引不夠清晰存有灰色地帶。經研究後
決定，日後將盡量與來訪單位溝通，不再互贈禮品，
減少耗用資源。如果無法避免，廉署亦會採用以象徵
廉署為題及刻有廉署徽章及名稱的物品，例如廉署大
樓模型、廉署盾牌、反貪電視片等，並以每機構送贈
一份為原則。

至於宴請超標一事，白韞六表示，今後將嚴格執
行內部規定，所有宴請不能超出人均開支450元上限
，並盡可能安排在廉署內部的員工餐廳進行。他說：
「450元只是一個上限，如果可以再省下的，我們會

叫同事看看餐單，看一下能否再修改，總之以能省則
省為原則。」他強調，專員辦公室並無所謂的 「酒櫃
」，儘管內部有時會在價格合適的情況下購入適量的
廉價紅酒，但每支以不超過百元之限， 「每次宴請也
是1支起，2支止」。

根據廉署昨日提供的資料，2010年11月的晚宴於

灣仔君悅酒店舉行，共有36人出席，與會者包括最高
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及多個省市的檢察院檢察長
，總開支為4.14萬元，人均開支1150元。宴請是因為
當時曹檢察長到澳門出席國際反貪局聯合會會議後訪
問香港，而且 「高檢」及其他檢察院均是廉政公署反
貪合作的夥伴。宴會額外享用5支茅台，每支1450元
，事前獲得專員批准。

至於同年12月的晚宴，則有28人出席，包括四川
省副省長魏宏，開支為3.57萬元，人均開支1275元。
廉署解釋，前廉政專員於當年5月到四川了解地震災
區香港援建項目防貪工作，而魏副省長同年12月率領
四川省協調機制工作訪問團到訪香港。

矢言保「金漆招牌」
白韞六表示，擔心事件會打擊員工士氣，但強調

，廉署與全港市民一樣珍惜廉潔的核心價值，而此次
事件引起市民高度關注，實是反映了市民對廉署的緊
張與愛惜。廉署 「金漆招牌」來之不易，他不希望廉
署聲譽會因此有負面影響。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表示，廉政專
員秉承實踐肅貪倡廉的使命，表示會繼續採取 「三管
齊下」策略，結合執法、防貪和社區教育，透過廉署
高度專業和鍥而不捨的團隊，全方位打擊貪污。特區
政府有信心廉署會繼續維護香港廉潔的核心價值，不
會辜負香港市民對廉署的期望。

反擲物 王坤倡一邨一天眼

熱解碳治玩手機磨損關節

▲廉政專員白韞六展示日後贈送給來訪單位的紀
念品

▲李大壯表示港台投資額偏低，因台灣對大陸企
業的投資門檻限制太高 本報記者朱晉科攝

▲骨科專科莫華康醫生表示長期玩手機會導致拇指關節
磨損及關節炎 本報記者余育奇攝

港人70%超齡子女獲單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