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童做YouTuber 拒任病魔困人生
謝展寰探訪「蝸牛仔」冀中聯辦代向內地藥廠了解研發藥物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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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些罕見病患兒童的家庭十分

需要社會支持，鼓勵他們正向前行。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等昨日參加漁農

關愛隊舉辦的國慶送暖行動，探訪了「杜

興氏肌肉營養不良症」病患者、13 歲的

YouTuber「蝸牛仔」陳梓鍵。謝展寰昨日

在探訪後見記者表示，聽到梓健與家人關

注藥物供應及特殊學校周邊康健設施不足

等問題，特區政府會請香港中聯辦協助向

內地藥廠了解有關藥物研發情況，並會向

特區政府相關部門反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康敬

資料顯示，「杜興氏肌肉營養不良症」患者的平均壽
命比正常人短很多，即便如此，梓鍵仍在努力實現

他的夢想，成為一名YouTuber，希望能以自己正面的生
活態度，以生命影響生命，告訴大家無論有否患病，都能
活出精彩人生。

在謝展寰和香港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李薊貽到訪期間，
梓鍵向他們分享道：「最近看到一個內地節目說，經過政府
和藥廠的談判，一款治療罕見病脊髓性肌萎縮症（SMA）的
藥物價格從1針70萬降到3萬多，對病患家庭幫助很大，我
也希望更多罕見病藥物能納入（特區政府）名冊。」

陳媽媽補充說：「很多病人家屬得知高昂的藥物價格
後，有時會說『寧願沒有藥』，這種無奈我們能感同身
受。」

梓鍵更特意將象徵「珍惜時間」的自製模型及其畫作分
別送贈兩人。李薊貽說，他會將這件禮物帶給內地有關的
科研機構，希望能加快相關研究。

梓鍵更想對同樣患上罕見病的朋友說：「生命都有價
值，我們也有生存的權利。我夢想成為YouTuber，拍視
頻過程中跟媽媽克服了很多困難，也收穫了很多關心和幫
助，我發現人生是開闊的，我們不能被身體疾病困住。」

陳媽媽表示，知道內地很頂尖的科學家也在研究罕見病
藥物，相信除了國外的藥物，內地也有很多的罕見病治療
方法或藥物，希望特區政府能構建橋樑，讓罕見病患者能
知道更多相關資訊，無論是藥廠還是內地先進的醫療科
技，讓罕見病患者覺得生命是有希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全港唯一紙包飲品
盒回收商「喵坊Mil Mill」位於元朗的廠房不獲業
主香港科技園公司續租。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
昨日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局方已提供了3幅土
地供喵坊考慮投標，但「喵坊」認為該3幅土地不
適合。局方上周五向「喵坊」了解，並會盡量按「喵
坊」的需求物色土地以供投標，而局方需要時間與

發展局及地政總署跟進，希望能夠幫到「喵坊」。
在談到紙包飲品盒的回收問題，謝展寰表示，因

應「喵坊」的回收能力不大，局方早在「喵坊」幾
年前剛開始營運時，已有長遠計劃，包括今年已成
功招標到一間大型紙張廠在環保園營運紙包飲品盒
回收，現正開展廠房建造工程，於2025年投產，屆
時有能力處理全港可回收到的所有紙包飲品盒。

被問及短期內如何吸引更多紙品廠參與營運回
收，謝展寰表示，特區政府會以政府承辦商的方
式，讓紙品廠能以投標方式營運，及將預算成本
寫進標書，不用擔心成本問題，相信會有紙品廠
投標。就算香港現有的其他紙品廠沒有做開回
收，需要為營運回收作改動、構置機器等，相信
所需時間亦較短，幾個月便足夠。

環境及生態局：盡量覓地讓「喵坊」投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濬文）尼泊爾傳統節日「排燈
節」將至，油尖旺區防火委員會聯同油尖旺民政事務處及
消防處昨日舉行「社區共融齊心防火賀國慶迎金秋」活
動，提醒區內居民、特別是少數族裔人士加強防火意識，
包括鼓勵他們使用電子蠟燭，代替傳統油燈及蠟燭。啟動
禮的主禮嘉賓、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更親自為區內少數族裔
家庭安裝火警偵測器。

是次活動的啟動禮在油尖旺多元文化活動中心舉行。活動內
容包括換領已進行年檢的「消防孖寶」（滅火筒及滅火氈）；
派發電子蠟燭予少數族裔人士；為少數族裔及弱勢社群家庭安
裝獨立火警偵測器。通過三管齊下的方式，向油尖旺區居民發
放防火信息。

在啟動儀式後，各主禮嘉賓為去年獲發滅火筒及滅火氈的舊
式單位業戶，更換已進行年檢的消防設備。接着，他們向少數
族裔商舖派發防火宣傳單張及電子蠟燭等，鼓勵提高防火意
識。鄧炳強更親自為區內基層及少數族裔家庭安裝獨立火警偵
測器，並送上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周年紀念品及福袋，
讓基層及少數族裔家庭感受政府對市民的關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香港公共管治學會昨日提出
百多條關於本地民生經濟的施政建議，包括要求成立香港基
建督導委員會，由行政長官親自指揮，加快「北部都會
區」、大嶼計劃建設，及早開拓土地建成公屋，回應社會訴
求。

在地方行政方面，學會理事長陳財喜建議應委任建築、醫
療、環保等相關專業人士為區議會議員，完善政府架構，提
升區議會的管理水平和效率。要引入新的社會發展概念，讓
社區整體發展，讓市民參與到社區治理中，增加市民參與
度。他還建議健全問責制，運輸及物流局和房屋局職能分開
後，兩局之間缺少團隊意識，需要相互磨合、增進聯繫，為
香港社會穩定而努力。

面對疫情影響下香港人才流失嚴重的情況，陳財喜指，現
行的優才計劃無法留下人才，建議允許非香港的大專生在畢
業之後留港找工作，或者提供居留證，留港期為5年，讓在
香港受過教育、熟悉香港的大學畢業的學生留在香港，為香
港社會發展貢獻力量。

在經濟發展方面，他建議政府設立一萬億的香港基建債
券，除了在香港發行一半，另一半供內地投資單位投資，設
置利息為3%，以此減輕特區政府的財政負擔。

廉署製懶人包 助建築公司防貪

律師會會長赴英 向同行宣港優勢

鄧炳強落區宣防火意識

公共管治學會促速建「北都區」

◆陳澤銘（右二）出席「英格蘭及威爾斯法律
年度開啟典禮2022」。 受訪者供圖

◆ 鄧 炳 強
（左一）向
少數族裔商
戶派發宣傳
單張及福袋
等。
受訪者供圖

▲謝展寰（右二）探望罕見病患兒童陳梓鍵（坐輪椅
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漁農關愛隊開展送暖行動，送上本地漁民文化福
袋，並安排「雲導賞」魚排，為病童圓夢。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建造
業每年工程價值超過2,000億元，工程金額
龐大且程序複雜，貪污風險較高。過去 3
年，廉政公署平均每年接獲有關建造業貪
污投訴逾百宗，要有效防止貪污舞弊，建
築公司內部提升誠信管理尤為重要，廉署
防止貪污處因而制定「誠信風險管理」
（簡稱IRM），並就建築公司其中四個高
風險範疇，製作精簡而貼地的「IRM懶人
包」以供參考使用，協助建築公司識別出
高誠信風險項目及制定相應控制措施，更
有效防止貪污舞弊。

廉政公署與建造業議會日前舉行聯合記
者會，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處助理處長霍廣
文表示，建造業的貪污風險包括多個範
疇，例如合約判授、工人招聘、發放工程
款項及工程監督等；若貪污牽涉工程監
督，除會影響工程質素外，更可能危害公
眾安全。不過，要有效防止貪污舞弊行
為，不能只靠政府或有關部門監督，進行
工程的建築公司需要由內部做起，提升誠
信管理，「建造業的防貪措施正如打疫苗
一樣，要防範病毒入侵，不但要做好外部
防禦措施，亦應提升自我抵抗力。」

廉署防止貪污處制定一套「誠信管理系
統」，簡稱 IMS，包括誠信政策、誠信培
訓及「誠信風險管理」（簡稱IRM）三項
元素，以系統性方式協助建築公司提升防
貪能力，以及處理日常業務中誠信事宜。
今年4月起，建造業議會分階段在註冊專門
行業承造商制度下新增「誠信管理」註冊

條件，約8,000間註冊建築公司須執行一套
誠信政策。

「誠信風險管理」即根據對貪污投訴、
貪污案件及一系列措施作出分析研究後，
為建築公司內部不同工作範疇中，識別出
高誠信風險項目及制定相應控制措施。
「誠」建商約章秘書處則就建築公司 4 個
高風險範疇：報價方式採購、招標採購、
企業誠信與管治、員工管理，最新製作 4
套 精 簡 易 用 、 內 容 貼 地 的 「IRM 懶 人
包」，就相關工作程序或項目的過往個
案，經分析研究得出 20 個誠信風險及約
100 個控制措施以供參考使用；務求透過
預防、偵測及教育三管齊下，協助建築公
司管理高貪污風險行為，有效堵塞貪污漏
洞。

廉署在記者會上即場播出速學短片，介
紹承建商如何使用「IRM懶人包」協助完
成招標程序的誠信風險管理。速學短片以
申請採構安排及標書評核為例，申請採購
安排的誠信風險有：公司員工於供應商或
投標者的公司有財務利益，因而在制定招
標文件、處理投標文件、評審標書等程序
上偏袒某一供應商或投標者。至於標書評
核風險有：公司員工在過程中優待串通的
承建商。因申請採購安排及標書評核面臨
高誠信風險，公司必須制定及執行控制措
施，以緩解風險。

廉署會根據最新貪污情況，適時推出及更
新IRM懶人包，詳情可登入網址：https://cpas.
icac.hk/ZH/Info/TP_Library?cate_id=1002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濬文）香港律師會
會長陳澤銘早前獲邀出席「英格蘭及威爾斯法
律年度開啟典禮2022」。在英期間，他向當地
的資深法官、律師和商界領袖介紹，法治和司
法獨立仍然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基
石，又向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及世界各地的
同業表示，香港將繼續在「一國兩制」下，保
留普通法制度這獨特優勢。

應邀出席「英格蘭及威爾斯法律年度開啟典
禮2022」的陳澤銘，於當地時間9月30日出席
了香港工商協會（The Hong Kong Associa-
tion）在全國自由俱樂部（The National Liber-
al Club）舉辦的會員午餐會。他和香港協會委
員會成員、資深法官、律師和商界領袖，告知
他們法治和司法獨立仍然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的基石。

當地時間10月2日，陳澤銘出席了由英格蘭
及威爾斯律師會與大律師公會合辦的「法律領
袖討論會」。在活動期間，他與來自世界各地
的法律同業就專業道德問題交流，探討了律師
除遵守行為規則和法律條文外，是否尚有其他
責任的議題。

他向與會的同業指出，在「一國兩制」
下，香港特別行政區保留了普通法制度，這
構成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基石，
亦使香港在中國境內處於獨特的地位。中央
政府也保證維持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以作為
香港的競爭優勢，而香港將繼續保持這獨特
優勢。

陳澤銘又和英格蘭及威爾斯律師會會長Steph-
anie Boyce、 英 聯 邦 律 師 協 會 會 長 Brian
Speers、 美 國 大 律 師 公 會 會 長 Deborah
Enix-Ross等會面，互相介紹其司法管轄區內的
法律和工作領域的最新發展。同日，陳會長出席
了由美國大律師公會會長舉辦的招待會，又於傍
晚參與了各地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的領袖聚首於
聖殿教堂（Temple Church）舉行的晚宴。

出席當地法律年度開啟典禮
當地時間10月3日上午，陳澤銘出席了在西

敏寺舉行的「英格蘭及威爾斯法律年度開啟典
禮2022」，又在會場外接受了一家中文電視
台訪問，談到他如何在是次公務外訪期間，向
來自世界各地的法律同業介紹香港作為中國境
內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和全球唯一真正
實施雙語普通法制度的獨特地區。

同日下午，來自世界各地的法律界人士和資
深法官在格雷律師學院（Gray's Inn）參加了研
討會，與法院使用者交流相關經驗，和討論引
入「數位處理」的議題。

◆◆霍廣文霍廣文（（左左））與建造業與建造業
議會出席代表陳志超合議會出席代表陳志超合
照照。。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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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RM懶人包速學短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