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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工聯會聯同香港男士協會代表，昨日前往社
會福利署辦公室外請願，要求社福及資助機構與公務員一樣
推行男士帶薪侍產假，促請現屆政府就相關建議立法，並制
定實施的時間表，勿拖到下屆政府才做。

工聯會七名成員聯同香港男士協會約十名代表，昨日前
往灣仔胡忠大廈社會福利署辦公室外請願，要求社福及資助
機構，與公務員一樣推行五天男士有薪侍產假，並要求現屆
政府為此立法，立即制訂實施的時間表，勿要拖到下屆政府
才做。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說，由四月一日起，公務員系
統正式優先推行男士有薪侍產假。他指出，根據工聯會於年
初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大部分社福機構一方面認同侍產假
對家庭和社會有益處，但同時表示暫無意落實；而有向男性
僱員推行帶薪侍產假的機構就寥寥可數。

王國興指出，社福及資助機構無論假期還是福利安排，
大都參照政府模式，政府應主動與各社福及資助機構協商，
要求對方跟隨公務員，讓男性僱員享有侍產假。

【本報訊】鑒於港鐵、小巴、的士等公
共交通工具頻頻加價，增幅已超過百分之四
點七的通脹率，導致市民壓力陡增。新界社
團聯會昨日特前往政府總部請願，促請政府
穩定票價、降低申請交通津貼的入息限額，
及盡快落實長者及傷殘人士以兩元乘搭公共
交通工具的措施。

新社聯五十多成員和多名新界區議員，
昨日冒雨前往金鐘政府總部請願，針對公共
交通工具頻頻加價，導致市民生活壓力陡增
的情況，向政府提出四大訴求，包括穩定票
價、建立評估市民承受能力的機制、為更多
人提供交通津貼以及盡快落實長者及傷殘人
士以兩元乘搭交通工具的措施。

新社聯會長、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指
出，現時通脹嚴重，港鐵、專線小巴、的士

等均有一定程度的加價，增幅已經超過了百
分之四點七的通脹率，很擔心這場加價風潮
很快會擴散至巴士，加劇市民壓力，影響民
生。他指，不少居住於新界等偏遠地區的市
民，由於往市區返工的路程長，每月在交通
上的開支往往佔到收入的二成至三成，極不
公道。

因此，新社聯向政府提出四大訴求以緩
解通脹對市民造成的壓力。梁志祥表示，首
先，希望政府盡快出面穩定票價；其次，建
議政府建立評估市民承受能力的機制，參考
這個評估數據訂定交通工具的票價；再者，
希望政府降低申請交通津貼的入息限額，起
碼不應高過最低工資；最後，促請政府盡快
落實長者及傷殘人士以兩元乘坐交通工具的
措施，不要再拖延。

【本報訊】本身是關愛基金福利小組委員會主席的港大
社工系教授周永新，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希望候任特
首梁振英制定長遠福利政策，盡快落實長者生果金增至每月
二千二百元的措施，讓長者改善生活。

周永新表示，梁振英的政綱對於社會福利項目並未有很
具體的建議，唯一較實際的是建議增加長者生果金至每月二
千二百元，希望梁振英上任後可盡快履行承諾，落實措施，
並制定長遠的社會福利政策，並非每次都只是 「頭痛醫頭」
。周永新又表示，希望梁振英上任後，仍繼續多落區探訪基
層市民，包括露宿者和板間房的居民。

【本報訊】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當選後，陸續與選舉期
間不支持他的人士會面，而自由黨高層在選舉中投下 「白票
」，該黨副主席周梁淑怡昨日表示，自由黨願意與梁振英對
話，亦不擔心自由黨會被 「秋後算帳」或 「投閒置散」。她
認為，新特首應有智慧，與不同人士溝通。

周梁淑怡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自行政長官選舉開
始，自由黨已經表明不支持梁振英，原因是雙方的理念不同
，就好像強勢管治的方針，自由黨便有保留，擔心不能很和
諧。

周梁淑怡又表示，不擔心梁振英當選特首後，自由黨會
被秋後算帳或投閒置散。她認為，特首如果是聰明人，就會
廣納人才，不希望新特首以 「親疏有別」， 「敵我分明」的
準則，決定出任公職的人選。

被問到多個法定組織及諮詢機構管理層即將換班，會否
擔心黨內支持唐英年的人在這類組織將會大幅減少，周梁淑
怡表示，自由黨在現屆政府不算特別吃香，擔任此類機構領
導層人數不多，影響不大，但會密切留意新特首用人準則，
相信市民亦會留意。

此外，周梁淑怡又表示，暫時沒有考慮參加下屆立法會
選舉。

周梁：願與CY對話

【本報訊】行政長官曾蔭權將於下周一（九日）晚上啟
程訪問新西蘭、智利及巴西三國，以促進香港與新西蘭及南
美的經貿關係，並介紹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
，鼓勵外商以本港作為發展人民幣業務的平台。

陪同行政長官出訪的包括私人秘書甯漢豪、新聞統籌專
員何安達及助理處長（傳媒）何小萍。曾蔭權將於十九日早
上返抵香港。

此外，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將於下周四率領由政府官員
、臥龍建築專家顧問團及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代表組成的
考察團，前往四川臥龍訪問兩天，視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援助四川地震災後的重建項目。

曾蔭權下周起外訪10天

工聯促社福機構推侍產假

周永新冀落實生果金倍增

不少私家醫生在公眾假期都會休息，按醫學會
「醫訊通」的資料顯示，未來四日的復活節長假期，

全港十八區的應診醫生人數均少於九十人，今日與明
日只得八十六名醫生應診，周日更只有七十三人，而
周一則回升至八十七人。

不足90私家醫生應診
提供服務的診所主要是連鎖醫療中心，但部分地

區如中西區、南區和九龍城等，平均只有兩間診所開
門，離島區更出現零私家醫生的情況。另一方面，在
這四日假期中，十二間私家醫院門診部會開診，但部
分醫管局的普通科門診診所則關門，只有十二間會應
診，市民別無選擇下便會到醫院的急症室求診。

據醫管局數字，過去幾星期的急症室求診人數都
較正常為高，上星期每天平均求診人次超過六千七百
人，較平常的五千八百人高出一成五。近數星期每逢
周一的求診人數則更高，平均人數多高於七千人，當
中伊利沙伯醫院、聯合醫院和屯門醫院的急症室，長
年處於三甲位置，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近兩周求診人
數平均有五百至六百人，屯門醫院更有六百至八百人
，而聯合醫院則有四百至五百人。

醫管局急症科中央統籌委員會主席鄧耀鏗醫生指
出，本港仍處於流感高峰期，故各公立醫院急症室仍
十分繁忙，近兩周流行性感冒病類病人，包括流感、
上呼吸道感染、發熱、咳嗽、咽喉疼痛和肺炎等，佔
急症室求診病人的四分之一。

他又稱，長假期及假期後首個工作天的求診情況
更為緊張， 「例如去年聖誕假期，急症室的求診人次
便較平日增加了 8.5%，假期後的第一天的求診人次
更較平日上升17.5%。」他表示，急症室醫生會按分
流制度先診治危急的病人，次緊急或非緊急病人可能
需要等候較長時間，呼籲非急症的市民盡量到普通科
門診或向私家醫生求診。

延遲求醫或引併發症
前線醫生聯盟主席蕭旭亮稱，現時流感仍然嚴重

，加上病房床位爆滿，醫生的工作量很大，若市民在
公眾假期湧到急症室，輪候時間可能會更長，由急症
室轉至病房或要等更久。不過，他指醫管局近年推出
新計劃，讓醫生以私人時間在不同部門作兼職醫生，
特別在公眾假期時，減輕醫生的壓力， 「不過兼職醫
生始終不是穩定的人手，令工作量變得不穩定，加上
現在床位滿，醫生的工作壓力仍然很大。」

香港護理員協會主席李國麟表示，急症室與住院
病房的人手是分開編配，病房員工在假日有可能減少
，相反急症室則可能按情況而較平日有更多醫護人員
上班。他提到，可能有長者因延遲求醫，由流感引起
其他併發症，令病情更嚴重而入院，呼籲市民應盡早
求醫。

【本報訊】新民黨現時有五名區議員全為男性，包括荃
灣愉景的田北辰、元朗頌栢的黃卓健、灣仔大坑的黃楚峰、
太古城東的謝子祺，以及委任區議員趙公梃。該黨昨增添一
名女區議員，葵青翠怡獨立區議員張慧晶決定加入新民黨。
張慧晶曾為自由黨成員，對上一屆競選區議會失敗，到了去
年區議會選舉終以獨立身份獲勝。她表示，認同新民黨的理
念，並欣賞黨主席葉劉淑儀和副主席田北辰的作風及態度，
故加入新民黨。

新民黨添區議員女將

【本報訊】一連四日的復活節假期開
始，不少私家診所醫生都會休息。醫管局
指出，上周公院急症室每天平均求診人數
超過六千七百人，較平常高出一成五，但
未來數日全港只有不足九十個私家醫生應
診，在流感仍然肆虐的情況下，患病的市
民隨時逼爆急症室。

▲在流感仍然肆虐的情況下，患病的市民隨時逼爆急症室

▶周梁淑怡
認為，新特
首應有智慧
，與不同人
士溝通

政府高姿態打擊阻嚇力漸失

雙非衝急症室上月又回升
【本報訊】政府打擊非本地孕婦衝急症室阻嚇力

減退！醫院管理局公布，上月共有一百三十四宗非本
地孕婦衝急症室個案，是持續四個月下跌後首次反彈
，較二月份增加逾一成。有公立醫院產科醫生估計，
政府高姿態打擊後，內地中介公司或開始以試探方式
重出江湖，擔心下半年產子 「旺季」時情況將會惡
化。

產子「旺季」會更惡化
自去年十月起，醫管局錄得的非本地孕婦衝急症

室分娩個案已由二百二十四宗，逐步回落至二月的一
百一十八宗，但當局最新數字顯示，個案已略為回升
，三月份錄得一百三十四宗，較二月份數字增加約一
成三，當中十九宗屬已預約個案。但若與一月份的一
百八十宗比較，則減少兩成半。而今年首三個月，共
錄得四百三十二宗非本地孕婦衝急症室分娩個案，較
去年同期二百二十七宗，增加九成。截至上月底，共
有一千二百四十八名非本地孕婦在公立醫院分娩。

醫管局重申，孕婦衝急症室分娩是十分危險，無
論產婦和胎兒都要承擔一定風險，並指急症室的設備
和人手有別於產房，只有基本的接生設備，加上產婦
的過往醫療紀錄，若出現緊急情況時，治療決定和效
果均會受到影響。

沙田威爾斯醫院婦產科部門主管張德康認為，政
府高姿態打擊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措施奏效，內地中
介公司明顯 「收斂」， 「但已過了兩個多月，內地中
介公司可能又以試探方式出現。」他擔心，下半年產
子 「旺季」，服務需求上升時，情況將會惡化。但他
也謂，由於三月日數較二月多，加上非本地孕婦衝急
症室個案數目波動，認為上月較二月多出十多宗，相
差仍不算太大。

收費擬加至逾9萬
另外，政府最快於本月內公布明年非本地孕婦

來港分娩配額，並提高非本地孕婦衝急症室分娩收
費。有消息指，針對非本地孕婦衝急症室情況，醫
管局建議將收費由現時四萬八千元增至九萬多元，
以收阻嚇作用，至於已預約登記個案則傾向維持現
時收費。

◀上月非本地孕婦衝急症室個案，較二月份增加
逾一成

▲港鐵等公共交通工具掀起新一輪加風

新界社聯籲政府新界社聯籲政府44招遏加風招遏加風
【本報訊】行政長官選舉完結後，各大政黨都放眼九月

的立法會選舉，當中新增的 「超級議席」更是焦點。不過，
反對派內則各懷鬼胎，均欲進一步擴大勢力，其中民協馮檢
基提出在選舉中協調時，其他盟友都冷淡回應，只管各自全
力搶攤。

「超級議席」由逾三百萬選民投票選出，預料政黨牌頭
和明星效應都甚為重要，因此反對派早前在行政長官選舉以
及四月一日的遊行中，都 「有水盡抽」，目的擺明居馬是提
高知名度，增加參選本錢。由於政改方案順利通過後，大部
分選區的立法議席數目都有增加，民協亦希望作 「一的突破
」，因此現任立法會議員馮檢基打算參選超級區議會議席，
派其他黨友出戰地區直選。

馮檢基昨於商台節目中表示，早在農曆年前的兩個反對
派飯盒會上，提出是否需要討論超級區議會選舉的協調工作
，但當時民主黨何俊仁正參選特首，各黨亦表示稍後再討論
，馮檢基亦承認反應不佳。他死心不息，再透過工黨李卓人
向民主黨反映，直至近日始得到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回覆，
稱會在四月中安排討論。

醫管局呼籲非緊急病人
盡量到普通科門診或私家醫
生求診，有到急症室求診病
人表示，是私家醫生或內地

醫院建議他們去急症室，因為急症室有最好的服務
，轉介專科醫生的等候時間亦比較短，在急症室等
得久都要等。

有傷風感冒病人指，昨日等候時間較短，到急
症室跟看私人醫生所花時間差不多，若長假期要等
幾個小時，會轉看私家醫生。

晚上七時，東區醫院急症室只得十多個病人等
候診治，非緊急病人只需等待一兩小時。有人可等
可不等，有人非等不可。手臂飽受神經痛問題困擾
的麥先生，四、五天前已看過私家醫生，結果只取
得一些消炎止痛藥，昨天劇痛才到急症室求診：
「私家醫生像看傷風那樣，亦沒有照過什麼。急症

室好，有檢查服務，要轉介專科醫生都快一點。看
私家或急症室，價錢其實差不多，只差數十元。」
數年前，他因天冷而有氣喘問題，家庭醫生建議他
看急症，結果他獲急症室轉介專科醫生。昨天，他
只等了個多小時，預計很快便能應診： 「幸好是今
天出事，明天長假期出事，可能要等很久。」

李小姐陪伴長居深圳的七十多歲姐姐到急症室

應診： 「姐姐心臟有問題，內地醫院叫我們帶她到
香港看急症，昨日，她的血壓很不正常，高壓九十
（長者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屬可接受），低壓六十
（正常八十至九十），脈搏只得四十一，要六十才
正常。」過關後，她們立即奔往家附近的東區醫院
，一登記便被推入病房。她指，急症室資源緊張，
希望傷風感冒的人，別隨便到急症室，又擔心來到
醫院時，遇到內地孕婦衝急症室分娩。時間緊急，
她昨天有準備口罩，對於有四分一病人有流感等傳
染病徵狀，她直言有點擔心，很奇怪醫院沒提供口
罩。

腹部皮膚敏感的梁小姐，屬半緊急病人，等了
一個小時，她說，知人不多才去急症室，是長假期
的話會去看私家醫生： 「最多可以等三、四小時，
長過這個鐘數便不會等。」她指，東區醫院等候時
間不算長，但有住在觀塘的朋友指，在聯合醫院排
隊要等很久： 「白車送入來，狂嘔都要等兩小時。
有讀幼稚園的小朋友，又屙又嘔，要等七小時。」

陪爸爸到急症室的吳先生，代有發燒徵狀的爸
爸接受訪問，他指，雖然急症室等候時間較長，又
怕有內地孕婦，但急症室服務較好，給的藥一定有
效： 「私家醫生給的藥，有時吃了等於沒吃，好不
了，看急症就好了。」

醫療質素好 等耐啲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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