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國土資源部39號令、成都市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加強土地管理促進節約集約用地的通知》（成府發〔2008〕52號）、《成都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經營性國
有建設用地使用權納入中心城區土地交易市場統一出讓的通知》（成辦發〔2010〕71號）及《成都市國土資源局關於完善建設用地指標交易制度促進農村土地綜合整治的實施意見》（成國土資發〔2011〕80號）
等相關文件規定，定於2012年2月10日上午10時，在成都市土地交易市場（市國土資源局辦公樓附四樓），以拍賣方式組織出讓五宗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現就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一、拍賣出讓宗地的基本情況：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組織均可申請參加競買，申請人可獨立競買也可聯合競買，但文件中有特殊要求或法律法規對申請人另有限制的除外。JN05(211/241/252)：2011-112號宗地
：不能涉外，項目建設方案須報成都市國家保密局審查；住宅套型建築面積按建住房﹝2006﹞165號文件的有關要求執行，即商品房面積中，套型建築面積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積所佔比重，必須達到70%以上。

三、申請參加多宗土地競買的，競買保證金只須按其中額度最高的一宗土地繳納。1、2、3、4號宗地拍賣以增價方式競價，自由競價，價高者得。CZ01(252/211):2012-17號宗地：設有土地上限價，當競買報
價未達到土地上限價時，自由競價，價高者得；當競買報價達到土地上限價時，轉為在此價格基礎上對公租房配建面積競建，競建面積最大的為競得人。競得多宗土地的競買人，在簽訂最後一宗地的《出讓合同
》時方能將競買保證金轉作地價款。

四、請競買申請人在2012年2月9日17時之前，憑相關報名材料及競買保證金到賬確認函到成都市土地交易市場招拍掛窗口辦理報名手續，領取《競買應價牌領取單》。為規範流程和提高效率，請競買申請
人於2012年2月8日前，持出讓文件規定的相關資料到成都市土地交易市場招拍掛窗口提前申報。

五、須 「持證准用」的競得人，在簽訂《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及《出讓合同補充協議》之前，應提交相應面積的建設用地指標證書或繳納相應面積的建設用地指標價款。建設用地指標可通過農村
土地綜合整治獲取，也可在成都市土地礦權交易中心、成都農村產權交易所購買；建設用地指標價款按成都市公布的年度最低保護價繳納。（諮詢電話：028-85987005、028-87050706）

六、本公告未盡事宜詳見出讓文件，並以出讓文件中附錄的行政主管部門的法定文件為準。請於2012年1月20日起到成都市土地交易市場招拍掛窗口領取出讓文件。
聯繫地址：成都市百花西路2號附樓四樓 諮詢電話：028-87033536、028-87037027、028-87054959
詳情見：四川省國土資源廳網（http://www.scdlr.gov.cn） 成都市國土資源局網（http://www.cdlr.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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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編號

JN05
（211/241/252）：
2011-112

XD02（252/211）：
2012-14

WJ01（252/211）：
2012-15

WJ02（252/211）：
2012-16

CZ01（252/211）：
2012-17

宗地位置

金牛區金牛1組和
土橋場鎮東街範
圍以內地塊

新都區新都鎮寶
光村1社

溫江區涌泉街辦
鳳凰社區4組

溫江區涌泉街辦
鳳凰社區4組

崇州市崇陽鎮世
紀大道側、全友路
兩側

淨用地面積
（平方米）

26652.52 合 39.9788
畝。其中①號地塊
7389.67（合 11.0845
畝 ），② 號 地 塊
19262.85（合28.8943
畝）

5521.98
合8.2830畝

40037.06
合60.0556畝

40015.36
合60.0230畝

81577.54
合122.3663畝

土地用途及
使用年限

商業用地、機關團
體用地、城鎮混合
住宅用地
住宅70年
商業40年

城鎮混合住宅用地
住宅70年
商業40年

城鎮混合住宅用地
住宅70年
商業40年

城鎮混合住宅用地
住宅70年
商業40年

城鎮混合住宅用地
住宅70年
商業40年

淨用地拍賣
起叫價

（含出讓金）

樓面地價：
3000元/
平方米

135萬元/畝

400萬元/畝

400萬元/畝

66萬元/畝

競買
保證金
（萬元）

5900

400

6010

6010

2800

規劃設計條件

計入容積率總
建築面積
（平方米）

① 號 地 塊 ≤
14779；②號地塊
≤63567（25% ≤
可 兼 容 商 業 ≤
50%）

/

/

/

/

容積率

/

1.0＜容積率
≤3.0

1.8≤容積率
≤5.0

1.8≤容積率
≤5.0

1.0＜容積率
＜3.5

建築密度

① 號 地 塊 ≤
45%；②號地塊
≤35%，高層主
體≤15%）

≤25%

≤30%

≤30%

20%

建築高度

①號地塊≤24
米；②號地塊≤
航空限高，現地
塊內航空限高
最低點絕對海
拔 高 程 593 米
（相對地面約73
米）

滿足航空限高

/

/

滿足導航站限
高需求

綠地率

①號地塊結
合設計確定
；②號 地 塊
≥30%

≥30%

≥30%

≥30%

≥30%

用地使用性質

①號地塊：商業用
地、市屬辦公用地
；②號地塊：二類
住宅用地（兼容商
業用地）

二類居住用地（兼
容商業＜20%）

居住用地（兼容商
業≥5%）

居住用地（兼容商
業≥5%）

二類住宅用地

持證准用面積
（畝）及方式

14.2120
指標證書

8.2830
指標證書

60.0556
指標證書

60.0230
指標證書

/

出讓人

成都市國土局

新都區
國土資源局

溫江區
國土資源局

溫江區
國土資源局

崇州市
國土資源局

成都市拍賣出讓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公告 成國土拍告﹝2012﹞1號

成都市國土資源局
2012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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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港聞

醫局涉非港人壞帳勁升87%

現19孕婦服刑 8人來自內地

懲署：未見雙非婦坐牢潮
【本報訊】日前有報道指，威院一名內地孕婦

的丈夫，因不滿懷孕的妻子需要輪候多時，於院內
大吵大鬧，並與一名本地孕婦的丈夫起爭執，一名
女醫生調解期間遭打傷。威爾斯親王醫院行政總監
馮康回應事件，指該名女醫生現無大礙，他稱醫護
人員工作量大，有時未必能滿足所有病人，不能就
事件針對內地人。

日前一對 「雙非」的夫婦於威爾斯親王醫院到
急症室 「衝閘」產子，該名內地男子因不滿在病房
內輪候多時，於兒科加護病房大吵大鬧，高呼遭人
歧視，惹來同房本地孕婦的丈夫不滿，雙方發生爭
執，期間一名女醫生於勸阻時，遭人打傷耳朵。威
爾斯親王醫院行政總監馮康證實事件，又指該名肇
事的女醫生並無大礙，不需要特別支援。

馮康坦言，前線人員日常的工作量大，有時未
能滿足所有病人期望，偶爾可能會出現類似情況，
但認為前線同事有處理事件的經驗，院方亦會加強
培訓，不認為 「雙非」孕婦到公立醫院 「衝閘」日
益增加，會令類似糾紛增加。他又指，現時威院已
優先處理本地孕婦，及不接受內地孕婦到醫院分娩
，但仍有人衝急症室分娩，但不應就今次事件針對
內地人。

雙非惡爸嫌久等打傷女醫

內地孕婦來港分娩，令公立醫院的婦產科 「超負
荷」，近日更有報道指有內地孕婦為了來港產子，甚
至犯法 「博坐監」。懲教署去年合共有十六名孕婦於
獄中分娩，當中有五名內地人士及三名外籍人士，服
刑的刑期分別由一年至十八年不等，過往需要由懲教
署職員押解她們到公立醫院接受產前服務及分娩。而
現時仍有十九名內地孕婦於監獄服刑，當中有八名為
內地人士，數字較去年增加六成。

押解孕婦做產檢最佔資源
懲教署署長單日堅稱，內地孕婦於獄中分娩的數

字不高，相信她們入獄時並沒有估計自己的刑期，現
時亦並無證據顯示有內地孕婦因犯法 「博坐監」來港
分娩，認為萬一即時出現有內地孕婦 「坐牢潮」出現
，現時人手仍足以應付。他說： 「如果唔好彩有這個
趨勢，要視乎個數目有幾大，若果睇婦科醫生影響我

押解資源，若數字不高，不加大資源亦都可以應付
得到。」

另外，懲教署職員於執勤期間遇襲個案由前年的
十一宗，增至去年的二十一宗，升幅近一倍，懲教署
助理署長（行動）林國良稱，職員受傷大多是制止囚
犯毆鬥等事件，涉事的職員傷勢大多輕微，坦言由於
事件過於突破，職員需第一時間上前制服滋事的囚犯
，故受到輕微的擦傷實在所難免。而職員入職前已接
受署方的八十小時的小組及自衛訓練，日後會增加更
多指引，避免再有職員受傷。

大欖女懲教所迫爆待重建
而去年懲教署轄下各間院所，去年平均每日的

在囚人口，有九千六百多人，收容率有百分之八十
七，較前一年的一萬多人輕微下跌百分之四，不過
部分收押所仍出現擠迫的情況出現，其中大欖女懲
教所及荔枝角收押所分別超收三成六及一成二囚犯
，署方再會計劃重建大欖女懲教所，若成功獲得立
法會撥款，將可於二○一六年提供一百多個宿位及
多個院舍設施。

【本報訊】 「名人飯堂」恒生銀行總行博愛堂
的環保海鮮菜單初曝光，選用養殖的花尾躉、三文
魚、象拔蚌及帶子等可持續海鮮作為食材，來貨價
與普通海鮮相若。銀行冀藉此推廣保育信息，讓市
民和客戶在生活中也可選用環保食材。博愛堂行政
總廚陳錦成指，養殖魚也可煮出鮮味，最重要是烹
調得宜。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指，本港已有
三十間機構參與 「環保海鮮菜單」計劃。

博愛堂宴會廳是專供恒生銀行內部宴客之用，
去年十月推出由WWF香港分會認可的兩份環保海
鮮菜單，當中有四款可持續環保海鮮，包括來自日
本養殖或野生的帶子、蘇格蘭養殖的三文魚、美國
養殖的象拔蚌及本地元朗養殖場的花尾躉。

恒生銀行企業責任主管何卓惠表示，現時不少
企業聽到 「環保」二字便卻步，擔心會增加營運開
支。她說，環保海鮮的價錢與普通海鮮差不多，但
環保海鮮不會破壞生態環境。博愛堂○三年已停止
在宴會中採用魚翅。

【本報訊】實習記者胡禮富報道：香港
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於二○○九年
十二月至二○一一年六月進行了首項有關阿
茲海默氏症（舊稱 「老人痴呆症」）治療的
研究，發現抑制藥貼較傳統口服藥物，更有
效改善患者的認知能力。

阿茲海默氏症──舊稱老年痴呆症，屬
於其中一種最常見的認知障礙症。阿茲海默
氏症能引致記憶力衰退、判斷能力下降等問
題，甚至影響患者的日常溝通及自理能力。

目前，本港大部分輕度及中度病情的患
者使用口服藥物乙醯膽鹼酯抑制劑控制病
情，高劑量對病情控制效果更理想，但副作
用亦相對增加，而使用卡巴拉汀藥貼（其中
一種的乙醯膽鹼酯抑制劑）能較有效將藥
量調高至所需水平。

本次研究的主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內
科及藥物治療學系教授莫仲棠教授表示，研
究人員欲了解對於未能承受高劑量口服藥的
本地患者，能否透過改用藥貼提高藥量。研
究對象是三十二名患有輕度至中度、未能承
受口服藥的阿茲海默氏症患者。

研究結果表示，病人經過二十四周的卡
巴拉汀藥貼治療後，四成患者的認知能力有
所改善；二十九名轉用藥貼的患者能承受最
高劑量的藥物，逾九成同類型患者可透過使
用藥貼上調劑量，讓患者保持較佳的生活質
素。

參與研究的其中一名患者江太，七、八
年前被家人發現其生活瑣事處理能力、短期
記憶力下降，同時經常重複問題，遂被帶到
醫院求診，經檢查後確診為中度患者。江太
在服用口服藥後出現噁心、食慾不振、體重
下降等問題，但轉用藥貼後徵狀停止，使用
藥貼的部位亦沒有出現皮膚痕癢。江太家人
表示藥貼效果理想，江太的記憶評估得到提
升，病情得以延緩，家人心情亦得到改善。

內地孕婦除了到公立醫院急症室產子
「衝閘潮」 外，最近更有報道指 「衝閘潮
」 蔓延至監獄。懲教署於去年有十六名孕
婦於獄中分娩，當中有五名為內地人士，
而現時仍在獄中服刑的孕婦有十九人，當
中有八名為內地孕婦。懲教署署長單日堅
稱，內地孕婦於獄中分娩的數字不高，現
時亦無證據顯示有內地孕婦因犯法 「博坐
監」 來港分娩，坦言現時人手資源仍可應
付。

本報記者 李家祺恒生總行推環保菜單宴客

【本報訊】一名在內地居住的十個月大女嬰，
證實感染罕見的侵入性乙型流感嗜血桿菌，上星期
到廣華醫院急症室求診，一度入住兒童深切治療部
，現時情況穩定。

該名女嬰與家人居於內地，一直健康良好。衛
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日表示，女嬰自上周一出現發
燒、嘔吐和疲倦的徵狀。她在上周四到廣華醫院急
症室求醫，同日入院。上周六轉往兒童深切治療部
觀察，現時在普通病房留醫，一直情況穩定。她的
血液樣本被驗出含乙型流感嗜血桿菌。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乙型流感嗜血桿菌在幼童
能引致侵入性感染，但並不常見，年齡較大人士受
影響的機會則更少。侵入性感染最常見的病徵為腦
膜炎，細菌入血也經常同時出現。此病亦可影響身
體多個部位，如肺、喉嚨的上部、關節及骨骼。如
及早接受抗生素治療，患者一般可以痊愈。

乙型流感嗜血桿菌感染在二○○八年七月十四
日成為法定呈報疾病，上述個案是二○一二年第一
宗的感染個案，二○一一年則有一宗個案。

居內地女嬰染嗜血桿菌

【本報訊】醫管局昨日公布二○一○至二○一
一年報，並公開醫管局財政狀況，年報發現醫管局
壞帳大幅急升，由○九至一○年度的三千四百多萬
急升兩成四至一○至一一年度的四千二百多萬，其
中涉及沒有香港身份證的 「非符合資格人士」的壞
帳更急升近九成至二千三百多萬，儘管當局用盡辦
法仍未能追討，有婦產科醫生表示，若 「雙非孕婦
」產子後拒絕付錢，根據法例，院方六周後仍要為
嬰兒辦理香港出生證明，根本無阻 「走數」問題，
建議政府應加強把關工作，以免壞帳問題加劇。

涉及款項達2300萬
據醫管局年報顯示，截至去年三月三十一日，

醫管局共有四千二百多萬壞帳未能追回，較○九至
一○年度的三千四百萬上升兩成四，當中涉及 「非
符合資格人士」的壞帳更由○九至一○年度的一千
二百萬，急升八成七至上年度的二千三百多萬。沙
田威爾斯醫院婦產科部門主管張德康表示，非本地

內地孕婦來港生仔後 「走數」的情況不算太嚴重，
以威爾斯醫院為例， 「雙非孕婦」只有約一成 「走
數」，但院方難以把關， 「我們醫院有機制，如果
孕婦唔畀錢就無收據，我們便不幫他們將嬰兒資料
交去登記註冊處，但法律規定院方仍需在六星期內
為嬰兒登記，所以我們可以做的，就只有拖，令他
們不方便，但沒有其他方法。」

張德康強調 「雙非孕婦」來港只為兒女爭取身
份證，故 「走數」情況不嚴重，但亦認為政府有責
任做好把關工作， 「之前有建議 『雙非孕婦』衝急
症室要罰錢，但有聲音擔心罰錢同樣會 『走數』，
佢要 『走佬』都冇法，政府可以其他方面做好，
例如將 『走數』夫婦列為不受歡迎入境的人物，雖
然不能追討今次損失，但最少保障了他們下一次沒
有機會再犯，這是政府能夠做的。」

另外，醫管局年報亦列出五名最高薪行政人員
排名榜，一○至一一年度有蘇利民及梁賢兩名前
任及現任行政總裁，二人合共計算的年薪為四百四

十一萬，較○九至一○年
度蘇利民的四百五十二萬
較低，而前年同為年薪約
三百八十萬新界東聯網總
監馮康、醫管局聯網服務
總監張偉麟及港島東聯網
總監任燕珍上年度年薪亦
有輕微下降，但財務總監
謝秀玲卻由三百八十三萬
增加至上年度的三百八十
七萬，不過加幅亦僅為百
分之一。五名醫管局管理
層薪酬總額上年度達一千
九百六十多萬，但已較○
九至一○年少六十餘萬。

研
究
：
藥
貼
治
痴
呆
症
效
果
更
佳

◀懲教署署長單日
堅（中）介紹懲教
署 2011 年工作回
顧。旁為助理署長
邱子超（左）及政
務秘書曹振華（右
）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恒生銀行博愛堂行政總廚陳錦成介紹環保
菜式

▶威爾斯醫院
雙非孕婦有約
一成 「走數」
，院方稱難以
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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