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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虢書報道：本港樓價高企，智
經研究中心調查顯示，不足兩成八受訪青年計劃在
未來五年置業，當中近七成計劃購買私營房屋。青

年置業最大障礙是樓價太高，脫離負擔能力，認為
政府採取措施協助，包括推出低息或免息貸款計劃
、調控樓市等，僅一成多人期望復建居屋。智經認
為，政府房屋政策應公私營兼顧，解決年輕人房屋
需求，有助他們向上流動，促進社會和諧。

28%擬五年內置業
智經研究中心委託嶺南大學進行青年房屋需求

調查，於五月底訪問九百五十四名十八歲至三十九
歲市民，了解他們對樓市的看法及對政府角色的期
望。調查發現，約兩成七受訪者在衡量個人經濟及
其他狀況後，計劃在未來五年置業；當中六成九預
計購買私樓，七成三人有就置業作出財務安排。

青年置業的三大原因，分別是改善居住環境、
投資保值、結婚與伴侶居住；置業時首要考慮單位
價錢、鄰近學習或工作地點及單位面積。六成七受
訪青年認為，按其現時經濟狀況，需要政府採取措
施協助置業，包括推出低息或免息貸款計劃，規劃
調控樓市、穩定樓價，及提供首次置業貸款計劃等
。期望政府復建居屋的不足一成半，僅百分之六點
二期望重售公屋。

年輕人置業最大障礙是樓價太高及沒有首期費
用，四成人表示首期來自個人儲蓄，一成八是銀行
或財務機構借貸，一成有父母幫助。約六成人認為，
可接受住屋按揭供款佔個人每月收入三成或以上。

租樓居住方面，兩成受訪者表示未來五年有計
劃租樓居住，主要因樓價太高買不起樓、改善居住
環境及結婚與伴侶居住。當中五成四預計租私樓，
租金和地點是首要考慮。四成六受訪者認為需要政
府協助租樓，包括增設青年公屋名額、提供優惠租
金的房屋等。

應兼顧公私營房策
智經主席胡定旭表示，調查顯示青年人對私樓

需求相對公營房屋高，政府須在房屋政策上促進他
們向上流動，公私營房屋政策應兼顧，提供多樣化
選擇。他估計，逾七成受訪者無計劃置業，是因為
樓價過高或暫時沒有需要，但年輕人希望得到政府
幫助。他又指，幫助年輕人置業不會影響樓市，相
信政府已聽到他們的訴求，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會有
回應。

智經之友副主席及房屋政策事務小組召集人劉
鳴煒指，現時公屋、居屋及私樓這個置業階梯並不
完善，公屋及私樓供應少，居屋亦停建多年，政府
有需要全面檢討。

▲胡定旭表示，調查顯示青年人對私樓需求相對
公營房屋高 本報記者虢書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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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實習記者蔡加怡報道：高血壓是全球的主要
殺手，全港約三成市民患有此症。當中的百分之五，更屬頑
治性高血壓患者，容易引發中風、心臟衰竭等併發症。本港
仁安醫院早前引入 「腎血管神經阻斷術」的微創手術，為病
患者提供治療的新方法。

仁安醫院心臟專科醫生李少隆表示，「高血壓一般可以服
用降血壓藥治療，但當患者經過至少三類不同的藥物治療後
，上壓仍然高於一百六十毫米汞柱，便屬於頑治性高血壓。」

李少隆指出， 「對於服藥仍無法控制血壓的患者，手術
可令其血壓有機會受到控制。」手術原理與俗稱 「通波仔」
的心臟手術相似，利用在大腿皮下穿刺的導管釋放射頻能量
，阻斷腦部發送令血壓上升的訊息到腎臟。他稱，微創手術
的風險相對較低，手術過後兩天便能正常活動。

仁安醫院院長李繼堯表示，醫院將免費為二十名頑治性
高血壓病患者提供此手術。只要患者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屬
非急症個案，並已被醫生診斷為頑治性高血壓病患者即可申
請，詳情可致電26083456查詢。

【本報訊】記者鄧如菁報道：威爾斯親王醫院醫
護團隊創下近五年紀錄，再度罕有地於八日內為五名
病人成功移植腎臟，並足足動員最少六個部門近三百
醫護人次，在屍腎冷凍缺血期十八小時內，爭分奪秒
完成七個取出腎臟及移植手術。惟腎臟捐贈近四年逐
年減少，今年首月更 「零捐腎」，二月亦僅兩宗，院
方呼籲市民將捐贈器官意願告知家人，讓更多病人受
惠。

最長已輪候10年
繼○七年後，威爾斯親王醫院於上月二十七日至

本月四日，再次在短短八日內為五名年齡介乎二十五
至四十六歲的病人進行腎臟移植手術，他們患有高血
壓、腎炎等疾病，至今已輪候換腎已長達四個月至十
年不等。

威院腎科主任及器官移植委員會主席李錦滔表示
，這次在機緣下得到三名腦幹死亡病人家屬願意捐出
腎臟，院方最大挑戰是在有限時間內安排手術室和醫
護人員調配， 「屍腎取出後有冷凍缺血期，盡量維持
在十六至十八小時做到，某程度上是跟時間競賽，因
為如果超過某個時間，腎臟轉壞程度會更甚。」

李錦滔說，為了讓手術順利完成，院方知悉死者
腦幹死亡後，深切治療部醫護人員即時維持死者血壓
養分，由器官聯絡主任徵詢死者家屬意願、實驗室人
員配對死者及病人的血液和組織、手術室團隊、泌尿
外科團隊進行移植手術，最後由腎科團隊負責手術後
工作，七個手術足足有近三百人次醫護人員，當中三
分一為醫生。

有份參與手術的威院泌尿外科顧問醫生侯仕明表
示，在人手短缺、有限時間情況下，將屍腎急凍，再
爭分奪秒將腎臟移植病人體內，能夠順利完成一個接
一個的手術，有賴醫護人員的不辭勞苦。

李錦滔說，有腎科醫生差不多三十六小時都沒有

睡，相信手術能順利完成，對五名病人也可謂送上一
份 「七一禮物」。

首兩個月僅2宗
李錦滔表示，截至本月九日，屍腎捐贈個案有三

十四宗，但現時本港約有一千八百人輪候換腎，坦言
數字上仍很大距離。屍腎捐贈數字更由○九年的八十
七宗，每年逐步下跌，今年首兩個月更只有兩宗，呼
籲市民在器官捐贈名冊登記。威院器官移植聯絡主任
唐婉芬表示，今次接觸兩名捐贈者家屬時，一名死者
家屬不希望再有病人家屬經歷喪親之痛，很快決定將
死者器官捐贈，但另一名死者家屬因不知道死者意願
，徵詢時家屬都出現了心理掙扎，所以希望市民向家
人提出其意願。

七部門三百醫護爭分奪秒

威院八天換五腎平紀錄

▲部分腎臟移植病人昨天向捐贈者及其家人致以
無限謝意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工聯會昨日最終 「拍板」立法會參選名單，支持
屬會推薦的二十七人參與競逐，一如外界所料，由陳
婉嫻競逐超級區議員，牽一髮而動全身，帶動五張直
選選區的名單，形成 「風車陣」。鄭耀棠表示，現時
議會內熟悉勞工政策的議員不多，基層市民處於弱勢
，強調工聯會會打着為勞工、撐基層的口號，堅持參
政為勞工，目標是爭取最多的議席，做 「打工仔」的
代言人。

屬會推薦27人競逐
建制派對今次選舉相當積極，各政黨的參選人有

望破歷屆紀錄，選情激烈。鄭耀棠表示，無與其他建
制派參選人協調，又強調選舉無情、無眼，大家都會
盡力做。但他坦言，今次工聯會自己擔大旗參選，是
一個考驗，驗證工會長期以來為勞工打拚、為基層服
務的抱負，能否得到市民認同。

在工聯會的名單中，以陳婉嫻最為矚目。見證香
港工運發展、多年來一直都是直選 「票后」的陳婉嫻
，上屆夥拍黃國健參選九龍東，刻意排於名單第二，
最終黃國健團隊獲得50,320票，雖足夠黃國健當選，
卻不足以令陳婉嫻連任。不過陳婉嫻上年區選重出江
湖，在扎根二十年的黃大仙龍上選區，以3,456票壓
倒性勝出，實力可見一斑。

鄭耀棠表示，陳婉嫻參選並非要針對任何一個對
手，其目標很清晰，就是要爭得一個議席。他形容，
陳婉嫻現在信心爆棚，至於能否問鼎票后寶座，則仍
是未知數。

勞工界一直是工聯會的囊中物，不過其內部有規
定，勞工界議席只可做一屆，若想繼續做立會議員，
就要憑實力轉戰直選。今年葉偉明轉戰新界西，勞工
界議席就由離島區議員鄧家彪同東區區議員郭偉強接
棒，兩人年紀均不超過四十歲，且是專業社工，平日
在大大小小的地區服務、地區活動中都可以見到他們

的身影，又參加過兩次區議會選舉的洗禮，相信今次
挑戰立法會，難度亦不大。

黃國健將爭取連任
地區直選方面，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將在九龍東

爭取連任；現任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在地區扎根多年
的葉偉明就轉戰新界東；近日以 「日以繼夜，夜以繼
日」的 「金句」斥責反對派拉布的王國興，則由新界
西轉戰港島；新界西則由麥美娟力爭接位；而九龍西
則由周聯僑出選。（名單詳見附表）

為清晰明確工聯會的參選旗幟，工聯會早前已要
求所有參選人都不能兼有其他政黨背景，包括其友好
民建聯，據統計，共有十二人退出了民建聯。鄭耀棠
又表示，針對現時社會對僭建等問題的關注，工
聯會對各參選人進行了嚴格的品格審查，確保他
們無僭建。

工聯會在行政長官選舉期間，力撐梁振英，但新
一屆政府上任後接連傳出負面消息，被問到會否對選
情造成影響，鄭耀棠表示無後悔支持梁振英，且連串
事件亦非因梁振英而起，不覺得會影響選情。

工聯會昨日宣布支持轄下屬會推薦的二十七人，參與今年九月舉行的第五屆立法會
選舉。有九龍東 「票后」 之稱的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掛帥競逐超級區議員，並與五張
地區直選名單形成 「風車陣」 。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表示，工聯會將堅持參政為勞工
的原則，目標是爭取最多的議席，做 「打工仔」 的代言人。

本報記者 馮慧婷

▲鄭耀棠表示，工聯會堅持參政為勞工，目標是
爭取最多的議席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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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參選名單

功能界別
區議會（第二）
勞工界

地區直選

港島

九龍東

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陳婉嫻、梁子穎、黃潤昌
鄧家彪、郭偉強

王國興、潘佩璆、何毅淦、
陳智恒、朱天樂
黃國健、簡銘東、莫健榮、
何啟明
周聯僑、陳建民
麥美娟、陸頌雄、陳文偉、
葛兆源、鄧焯謙
葉偉明、黃宏滔、程岸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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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接受電
視台訪問時，稱讚梁振英有理念、講原則和有愛心，是非常
好的行政長官，希望港人能夠團結在梁振英的領導下，好好
把握發展機會。

董建華在節目中表示，自己對梁振英有相當了解，認為
對方的優點是有理念、講原則和有愛心，形容梁振英是非常
好的特首，相信梁振英會處理好寓所僭建事件。

梁振英由競選過程至新政府組班中，都遇到不少困難，
董建華指出，這是民主漸進的一個過程，亦是香港民主政治
發展必需經受的洗禮。

董建華認為，新政府多聽取各方意見，同時要有所堅持
。他表示，香港有些人喜歡爭爭吵吵，但不應圍繞某些個人
問題 「搞來搞去」，香港當下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機遇，希望
港人能夠團結在梁振英的領導下，好好把握發展機會。

董建華：
梁振英有理念講原則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民建聯主席譚
耀宗昨日聯同該黨的屯門區議員和地區主任約見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就屯門發展問題向當
局提供建議。民建聯提出將屯門第四十區及四十
六區的黃金地段打造成為口岸經濟區。譚耀宗表
示，當局對民建聯的建議回應積極，在立法會復
會後，政府將向財務委員會申請一千七百萬元做
研究，預計在二零一四年完成。

民建聯打造屯門口岸經濟區的建議提出將屯
門第四十區及四十六區分為五大區，包括：交通
樞紐，outlets，酒店、商業綜合體，六大產業基
地及汽車主題公園，希望推動這一區域成為屯門
的副中心，並創造六萬個就業職位。譚耀宗指出
，昨日參與會面的包括規劃署署長和負責屯門、
元朗規劃的專員。他說，當局指原本打算在屯門
第四十區及四十六區起屋，但由於有飛機航線、
噪音問題等，未必過關，而民建聯的提議啟發了
他們的思維，因此，當局表示會就建議再進行研
究。

譚耀宗指出，屯門區現時有五十萬人口，但
區內的就業職位只有六萬五千個，八成就業人口
要長途跋涉到市區工作，而政府忽略屯門經濟建
設，又將大量厭惡性設施放在屯門，令市民深感
不滿。他認為，屯門口岸經濟區完成後將令區內
的工作職位倍增，方便屯門居民就業，提升居民
的家庭生活質素，振興屯門經濟。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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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建議打造屯門口岸經濟區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本報訊】李嘉誠基金會的香港仁愛香港 「Love
Ideas, Love HK集思公益計劃」第三回合投票結果揭盅，三
百三十七個項目獲選中，將獲合共超過四千七百萬元資助以
展開項目，其中四個因同時獲得李嘉誠基金會主席李嘉誠和
市民青睞，將獲雙倍資助。

香港仁愛香港 「Love Ideas, Love HK 集思公益計劃」
第三回合，破紀錄獲超過六十三萬名登記選民投下逾二百七
十五萬票，支持共三百一十一個愛心項目。該回合的總票數
較上一回合多一點五倍，登記選民升七成。為讓更多愛心項
目落實，基金會提高是次撥款比率至百分之三十，將撥款四
千七百萬港元支持各項目的推行。

李嘉誠額外資助三十個項目，由於四個同是市民的 「心
頭好」，獲資助項目總數為三百三十七個。四個獲雙重資助
項目，包括《豐衣足食2012》、《愛@營養膳食》、《愛心
午膳吃得樂》和《五福臨門──送日常用品予殘疾人士計劃
》，前三個項目均以 「吃得飽」為目標。

李嘉誠說： 「在項目進行中，我收到很多市民的來信，
和我分享他們參與助人的感受。有機構來信說他們不但深深
體驗到 『香港仁 愛香港』所發揮的社區力量，更因為簡單
的拉票活動，讓家人及朋友有機會交流一番，甚或閒聊近況
。正如他們來信所說一樣，我希望這正面的作用，能夠像漣
漪一樣，延續下去。」

仁愛香港撥4700萬
再資助337公益項目

【本報訊】記者汪澄澄報道：民建聯的一項關於男士
退休規劃的調查發現，四成二受訪者表示退休金淨資產在
一萬元以下，半數表示資產只夠應付少於兩年的退休生活
。此外，有逾五成受訪者表示對退休生活的心情是普通或
不開心。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於上月在全港範圍內以問卷形
式成功訪問了二百多名男士，其中有七成以上為五十五歲
至七十歲以上的退休人士。委員會主席葛珮帆表示，退休
男士的五大退休後擔心分別是：無足夠資產應付生活、政
府沒有退休保障計劃、難以支付醫療費用、社會保障金不
足以應付生活和擔心成為家庭負擔。

調查：退休男士有五憂

仁安新法治高血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