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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屋宇署由今年四月
起，推行新界村屋僭建問題的分類
規管政策，署方在首階段巡查新界
九個區，每個區的其中一條村，檢
查共二千四百間村屋，共發出八十
一張清拆令，包括有高風險或違例
嚴重的僭建物。屋宇署署長區載佳

強調，政府不會再推出針對僭建物
的新政策，亦不考慮延長僭建物申
報期。

區載佳昨日出席大埔區議會時
表示，截至本月四日，署方共收到
超過八百份新界村屋僭建物申報表
，當中五百份是在過去兩星期遞交

。他強調，若村民在本月底申報期
限前不申報，一經署方發現有僭建
物，會被列為優先處理項目。

會上有多名區議員表示，因村
屋業主不熟識申報要求，希望署方
將申報期限延長。區載佳表示，申
報期已有六個月，不會考慮延長。
他說，了解部分村屋業主持觀望態
度，希望政府推出新政策，不用申
報僭建物。但他強調，政府是不會
再有新措施，現行的申請指引亦不
會改變。

【本報訊】衛生署再確診一宗病人疑於接受中醫師
馬少榮針灸治療後患上庫欣氏症候群的個案，令懷疑個
案增至十四宗。涉及的五十二歲男病人，接受針灸治療
皮膚病後，出現徵狀，其後被診斷為患上腎上腺皮質功
能不全。調查顯示，他在針灸期間，並無明顯地使用高
劑量外源性類固醇。衛生署呼籲曾向馬少榮求診的人士
，如不確定是否有懷疑不良反應或感到不適，可聯絡衛
生 署 求 助 ， 截 至 昨 午 四 時 半 ， 衛 生 署 熱 線 電 話
21251133 累積接獲一百四十八個市民查詢，當中九十
五人稱曾接受馬少榮提供的針灸治療。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消息：中
國科技部已於6月底核准依託香港應用
技術研究院，設立國家專用集成電路系
統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這是
在香港成立的第一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
中心分中心。科技部並鼓勵香港專家學
者入選國家科技計劃專家庫。

去年，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訪問
香港時提出 「惠港 36 條」，支持在香
港建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分中心，
以適當方式在香港設立高新技術產業化

基地等相關工作。
記者昨日從科技部獲悉，科技部積

極推動 「惠港 36 條」政策的落實，
2011 年 10 月，科技部已經正式認可香
港科技園為國家綠色科技產業化（夥伴
）基地，並正與香港科技園進一步探討
認定現代服務業產業化（夥伴）基地事
宜。

2010 年開始，中國國家重點基礎
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允許港澳地
區科研機構在內地單獨設立或與內地單

位聯合設立的科研單位獨立申請承擔計
劃項目。

據科技部介紹，今年起，中央政府
增設了對港澳台科技合作專項，專門用
於推動內地與港澳台地區的科技研發合
作。科技部正在與香港科技主管部門溝
通，探討雙方共同支持兩地合作研發的
可能性，也鼓勵香港專家學者入選國家
科技計劃專家庫，參與科技計劃項目和
課題的評審。

據統計，目前973計劃和國家重大

科學研究計劃專家庫中已有 53 名香港
科學家。

此外，在科研基地建設方面，截至
目前，香港已有 5 所高校建設 12 個國
家重點實驗室的夥伴實驗室，從 2011
年開始，香港特區政府也通過 「創新科
技基金」向香港每所夥伴實驗室提供合
計 1000 萬港元的資助。科技部同時表
示，未來，將適時開展統籌新一批香港
研究機構申請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
室工作。

村屋僭建收八百份申報
屋宇署不考慮延長期限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
為表揚長期病患者克服困苦的奮鬥
精神和積極態度，激勵社會人士逆
境自強，再生會主辦，恒生銀行贊
助的第十六屆 「十大再生勇士選舉

」昨日揭幕，開始接受報名。
本屆選舉的主題為 「驕陽再

生 希望傳人」，宣揚逆境自強，
發放正能量的積極人生。過去十五
年，再生會共選出一百五十多位再

生勇士，共參與超過八百場生命講
座。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致辭
時表示，擔任評審十多次，每次都
令他反省人生的意義，因為再生勇
士的奮鬥故事與堅毅精神，令他體
會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他形容再生
勇士為社會清流，希望他們能團結
力量向社會發放正能量。

恒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
李慧敏向再生勇士致敬，她說，再
生勇士激勵了很多逆境或患病的人
，甚至感動了參與活動的義工。去
年參加活動的恒生義工隊隊員常在
公司分享再生勇士的勵志故事。

曾獲再生勇士的高誌也到場
與在場百多年輕人分享，鼓勵年輕
人積極面對人生。十大再生勇士選
舉開始接受提名，表格可於再生會
網頁下載或到該會辦事處索取。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是糖尿病引起的併發症，患有
糖尿病達十年以上患者中，有高達八成人的視網膜會
受到影響，嚴重者更會失明。現時，患者在公立醫院進
行視網膜血管檢查，可檢測糖尿病的病情變化，但若
要檢查是否患有中風，則要進行磁力共振檢查血管。

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生物統
計學學部研發全自動化視網膜圖像分析系統，糖尿病
病者進行視網膜檢查後，透過互聯網，數秒內可將視
網膜圖像即時傳送至分析程式，評估圖像的血管分布
，是否有分泌物、出血和新生血管，推算糖尿病視網
膜病變機會，並可在數秒內預測患者中風風險。

參與研發的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
腦神經科教授莫仲棠表示，眼底視網膜血管與腦血管
相連接， 「檢查眼血管可反映腦血管真實情況。」若
視網膜的細血管出現阻塞，亦反映腦血管有微塞。中
大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生物統計學部主管徐仲
補充說，透過觀察視網膜血管狀況，可準確推算中風
風險。

他指，現時透過人工檢測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受到
不少限制，包括缺乏專業眼科專科醫生、驗光師的檢
測結果差異等。但透過技術比磁力共振更即時獲知結
果外，而且便宜和更準確。他希望，日後進行更多完
成後，可達至公私營合作，與糖尿病中心、政府糖尿
病機構共同合作，目的減輕政府成本外，希望將輪候
時間縮短，價錢亦要普遍化，目標是要比磁力共振便

宜，以鼓勵患者進行檢查。
部門早前曾邀請二百四十四名病人參與研究，當

中有半數人已確認中風，結果新技術能成功辨識當中
九成中風病人。莫仲棠說，下一步會再邀請一千二百
名沒中風人士參與研究，進一步評估他們的中風風險
外，亦會憑視網膜血管情況，檢視病人是否出現認知
障礙。

【本報訊】仁安醫院一名剖腹生產男嬰出
現腦出血命危，男嬰父母昨與院方代表開會後
表示，醫方承認男嬰轉院前已有腦出血，但未
能證實其原因，二人不滿院方沒有明確作出解
釋，將聯絡專家查閱醫療記錄。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高永文表示關心事件。

上月一名男嬰在仁安醫院剖腹出生後，出
現心跳慢及嘔吐情況，轉往公立醫院求診，及
後發現後腦骨折和腦出血，現時情況危殆。男
嬰父母鄒先生和鄒太昨與仁安醫院婦產科醫生
余啟文等多名高層，及院方代表律師開會。余
啟文表示，過程中曾用產鉗，但男嬰的後腦是
否被產鉗鉗傷則並不知情。

鄒先生會後說，仁安醫院承認男嬰轉往聯
合醫院前，已出現腦出血問題，但不知原因，
對院方沒有確實回覆是否用產鉗鉗傷或跌傷，
亦表示失望，認為是對其他嬰兒及父母有欠公
平。他又指院方就男嬰的生產記錄，與自己記
下的有出入，質疑院方延誤治療。院方已徵得
鄒先生和鄒太同意，向公立醫院索取男嬰住院
病歷，並遵照衛生署指引完成報告。鄒先生則
表示，下一步會聯絡有關專家翻閱醫療記錄。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出席活動後表
示，醫院在得知事件後，已經盡力採取措施，
幫助家人與嬰兒，現時衛生署已經要求醫院交
報告。對於醫院是否有延報，高永文說，要等
報告結果，現階段不會下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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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再生勇士接受報名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患者患有風險機會
比常人高，香港中文大學研發全新全自動
化視膜網圖像分析系統，驗眼時透過分析
視網膜圖像，協助糖尿病患者評估中風風
險，長遠亦可為一般病人進行檢查。初步
研究其準確度可高達九成，並可瞬間獲知
結果，較磁力共振檢查程序簡便和便宜。

本報記者 鄧如菁

▲關禮廉說，本港租金
昂貴，令跨國企業的駐
港僱員福利成本增加

本報記者吳美慧攝

【本報訊】記者吳美慧報道：國際人力資源公司
ECA 調查發現，去年亞洲區內，駐日本的海外僱員薪
酬待遇最高，一年有三十七萬四千美元，香港跌一級至
第四位，有廿三萬一千美元，金額較一零年少百分之七
。ECA 指，駐港海外員工的現金薪酬，是今次研究的
十七國家地區中最低，但由於住宿和子女教育津貼高昂
，令公司的福利開支比酬薪高。

今次調查，參與企業共二百五十間，來自一百四十
三個國家及地區，涉及一萬名駐外僱員。薪酬組合包括
現金薪酬、福利和稅款，福利主要包括住宿、教育、汽
車津貼等。香港由一零年的第三位，跌至去年的第四位
，在亞洲區中排第四，駐外中層經理的薪酬組合，每年
平均有二十三萬一千美元（約一百八十萬港元）。排首
三位的是日本、印度和韓國，薪酬組合分別是三十七萬
四千美元（約二百九十萬港元）、三十萬美元（約二百
三十萬港元）和二十五萬美元（約一百九十五萬港元）。

ECA 亞洲區域總監關禮廉表示，不少駐外僱員來
自歐美已發展地區，跨國企業要僱員到一些國家做 「開
荒牛」，如印度、越南等，要附加可觀的獎勵金。香港
是已發展地區，所以派到香港的僱員，收取較少獎勵金
，現金薪酬更是十七個研究國家地區中最少，只得八萬
美元（約六十二萬港元）。另外，由於全球經濟發展趨

勢，已由歐美轉至亞洲，所
以駐港僱員多數留港至少五
至十年，企業會以本港市場
水平計算駐港僱員的福利。

不過，本港樓價和租金
高昂，國際學校學費不菲，
住宿和教育津貼拉高福利成
本。企業花在駐港僱員的一
年福利成本，多達十二萬美
元（約九十三萬港元），較
現金薪酬的八萬美元多一半
，福利成本僅次日本。關禮
廉指，低稅率、港元貶值和
低現金薪酬水平，是 「拉低
」了整體薪酬組合的原因。

中國內地由一零年的第五位，跌至去年的第十四位
。關禮廉指，過往企業會提供汽車和司機予駐內地僱員
，交通成本不少，隨內地基建改善，公共交通服務較
前方便，企業已停止提供汽車和司機。另外，過往企業
中國分部多設在北京和上海等一線城市，近年不少分部
移師往成都、重慶、武漢、蘇州等二線城市，住宿成本
大大減低。

【本報訊】記者吳美慧報道：七月一日停航至今的
西北航運快線，昨向海事處提出，下周一（十日）終止
租用並交還屯門客運碼頭，屯門至澳門的跨境渡輪服務
正式結束。海事處表示，正與律政司商議有關收回碼頭
事宜，案件將於本月十七日進行研訊。處方稍後時間，
亦會考慮讓有意營運來往澳門航線的公司投標。

海事處表示，現時會先處理，讓西北航運順利交還
碼頭的細節。處方七月中入稟法院，追討四百七十萬元
租金，案件將於本月十七日進行研訊。處方亦會與勞工
處密切留意，約一百名受影響員工的景況，有需要的話
會提供協助。

零四年投得屯門碼頭經營權的西北航運，去年四月
中開始營辦屯門至澳門航線。西北航運快線營運總裁陳
立本今年曾表示，屯門碼頭月租達二百三十多萬元，佔
成本三至四成，經營困難，承認六月開始拖欠薪金和資
方強積金供款。七月一日，西北航運以兩艘客輪故障為
由，停航至今。

駐港外員薪酬亞洲第四

港獲准設集成電路研究中心

西北航運停租屯門碼頭

▲ 「十大再生勇士選舉」 開始接受報名

◀左起：中大
醫學院賽馬會
公共衛生及基
層醫療學院生
物統計學學部
主管徐仲、
中大醫學院賽
馬會公共衛生
及基層醫療學
院生物統計學
學部生物統計
員李作為、中
大醫學院內科
及藥物治療學
系腦神經科教
授莫仲棠在解
釋詳情

庫欣氏症再增一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