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縱觀八月份零售數據，雖然不少項目比去年同期
上升，但升幅緩慢。其中雜項耐用消費品如智能電話
的銷貨數量升幅最大，上升三成二，其次為藥品及化妝
品，上升近一成六；電器及攝影器材亦上升近一成三。

另外，麵包、糕餅、糖果及餅乾種類的跌幅較明
顯，下跌近一成半，雜項食品如米、麵等亦下跌近一
成。值得一提的是，珠寶首飾、鐘表及名貴禮品下跌
四點九個百分點，是連續第二個月錄得跌幅。而在銷
售價值方面，與去年同期相比，升幅最大亦是雜項耐
用消費品，為兩成八；但與七月近六成半相比仍有一
段距離。而珠寶首飾、鐘表及名貴禮品更是今年來首
次獲得跌幅，下跌三點四個百分點。

旅客多了消費少了
政府發言人指出，隨着訪港旅客人數升幅加快，

零售業總銷貨量在八月份錄得較七月份稍快的按年增
長，不過增幅放緩。發言人補充，勞工市場情況依然
良好，加上訪港旅遊業持續增長，應繼續為零售業務
帶來一些支持；政府會密切留意外地及本地經濟情況。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卻形容八月份的數
據可用 「災難性」形容，反映出不論本地或外地，尤
其是自由行旅客的購買意慾都下降。根據香港旅遊發
展局早前公布，八月份來港的內地旅客比去年同期增

加百分之二十七點九，可是與自由行相關的零售數據
如珠寶首飾、鐘表及名貴禮品卻跟不升反跌，造成
「人多了，消費卻少了」的現象。本港零售業依賴自

由行旅客，數據無疑是 「響起警號」。

經濟放緩消費慾降
麥瑞琼調低全年零售增長預測，由百分之十五下

降至百分之七。她分析，國內經濟增長放緩是內地旅

客減低消費意慾的一個主要原因，加上近期中港矛盾
，內地旅客可能更多選擇到其他地區旅遊，令本港近
兩個月的零售數據錄得低增長。她認為，近幾年自由
行致使本港經濟出現泡沫，認為不應 「把所有雞蛋放
在同一個籃上」。

另外，七月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經修訂為三百六
十五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三點九個百分點，而總銷
貨數量則上升一點四個百分點。

港零售業現寒冬
珠寶鐘表銷貨量連跌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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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丫島撞船事故中，盡快作出
檢討之餘，別忘記表揚救援人員。

事故發生後，政府跨部門應變工
作立即展開，且做得井井有條。特別
是救援人員，緊守崗位，不眠不休，
努力搶救生命，重傷輕傷者被送往哪
間醫院，分流絲毫沒有忙亂，顯示他
們的組織和應變能力都處於高水平。
不要忘記，不論醫護或消防，人手均
長期不足，在災難發生時個個救人為
先，無怨無悔，敬業精神令人滴出眼
淚。他們是香港之寶，值得表揚。

任何善良的人都不想災難發生，
但社會有陣痛卻又催促大家反思，檢
討得失，讓社會進步。當年 「沙士」
突襲香江時，醫護束手無策，發展至
今已有頗健全的傳染病災難應變機制
。今次事件，追究責任固然必須，但
看來檢討事故更有需要。譬如離島船
速，由於接近公海，主要靠駕船者經
驗，船速並無限制。如今這個範圍的
船速是否也需限制，或者接近碼頭多
少海里就須受到監管，專業人士應多
提意見。兩船當時是否互不相讓，外
行人包括一般記者難以判斷，要待調
查清楚才知道。有電子傳媒記者在事
發後即用 「港九渡輪不顧而去」，是

妄下結論。人不在現場，對航海又一竅不通，卻
「勇」於找人負責任， 「勇」於領監察功，失諸

偏頗，更有誤導大眾之嫌。
當還是馬拉車的時代，並沒有 「小路車要讓

大路車」的規則，只是在 「狹路相逢」時，兩車
忍讓一下而已；進入汽車時代，汽車事故多了，
就有 「小路車須讓大路車」的規例，但小路或大
路，誰是主幹道也未必路路分得清楚，可能要在
路面劃線分辨。海上情況如何，究竟誰應讓誰，
實在難說，可能兩船的駕駛者都沒有錯，如何訂
定新規則以策今後航行安全，就要由專業人士碰
頭商議。

香港是我們的家，有災難發生，大家更
應團結，善意提出問題與專門抬槓，二
者大有分別，事事政治化只是破壞者
而不是對政府和機構的監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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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劍

最高 29 ℃
最低 25 ℃

間中有陽光

澳 門
廣 州
北 京
天 津
濟 南
南 京
上 海
杭 州
福 州
海 口
台 北
首 爾
東 京

中國西部主要城市天氣預測

重 慶
成 都
西 安
昆 明
拉 薩
貴 陽

預測
明朗
天晴
密雲
驟雨
驟雨
多雲
多雲
多雲
多雲
驟雨
多雲
多雲
多雲

預測
有雨
密雲
多雲
有雨
多雲
有雨

最低
24
19
14
15
15
16
20
16
19
23
20
15
21

最低
17
17
15
15
9

14

最高
30
31
23
22
24
26
27
26
28
28
28
23
28

最高
19
21
22
21
21
18

馬尼拉
曼 谷
新加坡
悉 尼
墨爾本
洛杉磯
三藩市
紐 約
溫哥華
多倫多
倫 敦
巴 黎

法蘭克福

蘭 州
西 寧

烏魯木齊
銀 川

呼和浩特
南 寧

預測
密雲
雷暴
雷暴
天晴
驟雨
多雲
多雲
驟雨
天晴
多雲
明朗
有雨
有雨

預測
多雲
多雲
多雲
多雲
天晴
多雲

最低
25
26
25
18
12
18
13
21
7

14
11
13
13

最低
8
3
9
5
3

23

最高
29
34
32
30
18
25
20
26
16
21
15
16
16

最高
20
14
19
20
16
30

陳茂波主動聯絡警方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

發表聲明，表示已就酒後駕駛的事件主動聯絡警方，強調
會全力配合調查。

有報章昨以大篇幅報道，指陳茂波喝過啤酒後駕車離
開，期間更曾切雙白線。陳茂波的新聞秘書就事件回應傳
媒查詢時表示，他於星期二中午和家人在馬會大排檔午膳
時喝了一些酒，過了一段時間才駕車離開，他有信心符合
法例要求，並無醉駕。他亦發聲明，表示已主動聯絡港島
交通部，希望警方跟進及調查。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公眾人物或主要官員在公
眾場所要有較高的敏感度。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簽署弔唁
冊，悼念撞船事故的遇難者時表示，不希望在有關場合評
論事件。根據運輸署指引，酒後駕駛刑罰分為三級，最輕
的第一級為每一百毫升呼氣中，含逾二十二微克酒精，首
次定罪可以停牌六個月，而按專家估計，喝一杯啤酒已經
幾乎達標，但情況因人而異。

【本報訊】今年首六個月，二百二十七人因患流
感死亡。香港醫學會表示，本港流感疫苗接種率只得
百分之七，遠低於世衛建議的三成。醫學會建議當局
向更多高危人士提供資助，又建議市民在十一月底前
注射疫苗。

醫學會會長謝鴻興表示，本港一千五百個參與流
感疫苗資助計劃的私家醫生中，有三百四十名醫生的
收費是不另收費，較前年的不足一百人，增加超過一
倍： 「廿六個在港島、一百四十四個在九龍、一百七
十七個在新界，港島較少是由於租金高昂。」

除傳統肌肉注射外，謝鴻興說，疫苗有皮膚和吸
入接種兩種，前者的入貨價要一百五十元，較當局的
資助額一百三十元高，後者每劑要一百元： 「皮膚接

種只適合兩歲至五十歲人士，有哮喘或氣管疾病的都
不適宜。吸入接種只適合十八歲以上人士。」

另外，衛生署同意持牌藥物批發商保亞醫衛有
限公司（保亞醫衛），自願從市面回收所有批次的
欣福苗針劑─ 2012/2013 季節性流感疫苗產品
（ 「欣福苗」）（註冊編號：HK-50625），是次回
收是因應瑞士生產商 Crucell 對 「欣福苗」採取的一
項全球預防措施。

衛生署發言人表示，保亞醫衛通知署方，因為在
瑞士的生產廠房發現有兩個批次的產品被細菌污染。
瑞士生產商 Crucell 現正調查問題的起因。作為預防
措施，Crucell已進行全球回收該款未獲Swissmedic正
式批准銷售的 「欣福苗」。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心臟病是香港僅次
於癌症的第二號殺手，每年接受 「通波仔」手術的病
人逾萬，醫管局計劃加入第四代 「通波仔」手術研究
，檢視全吸入式生物血管模架使用的成效。另外，醫
管局將於十二月一日開始，簡化手術的收費模式，劃
一收取按金。

約七成冠心病患者需接受俗稱 「通波仔」的心臟

血管成形術，即植入支架撐開栓塞的血管，現時可供
選擇的支架包括傳統金屬支架、滲藥性支架，以及全
吸入式生物血管模架。當中滲藥支架和傳統金屬支架
最為普遍，也是醫管局現時可提供的選擇。醫管局心
臟科中央委員會主席蔣忠想表示，為提升醫療水平，
醫管局計劃參與全吸入式生物血管模架成效的研究，
若確定新支架有效、安全，將引入公營醫院使用。

蔣忠想表示，最新的全吸入式生物血管，使用聚
乳酸為支架，可於兩年內完全融解，避免滲藥支架和
傳統金屬支架的金屬體內殘留，而且新支架包含藥物
塗層，可防止血管細胞增生，降低復發率。但新技術
的應用只有一年多，全球的臨床案例只有一千多宗，
為進一步了解新支架的成效，醫管局計劃加入全球性
的研究計劃，測試當支架被身體吸收後，血管內膜是
否恢復正常功能，若落實參與，將邀請適合的病人免
費研究，惟現時未能確定開展時間及可參與的人數。

現時介入性心臟治療，包括 「通波仔」手術，在
公立醫院屬病人自費項目，病人需要在手術前按醫生
的評估，繳交由一萬至近十萬不等的按金，手術後按
實際需要費用繳付差額或領取退款。為簡化收費模式
，醫管局將於十二月一日開始，簡化手術的收費模式
，劃一收取按金，傳統金屬支架手術的按金統一為三
萬八千，滲藥支架手術按金為六萬三千。醫管局解釋
，劃一按金是為了減省手術前的評估程序，而按金收
費是根據以往數據制定，強調按實際收取費用的原則
不變，病人有即時生命危險，醫院會免費為病人進行
手術，經濟有困難的病人可申請撒瑪利亞基金的資助。

【本報訊】記者鄧如菁報道：中
醫服務需求殷切，仁濟醫院決定興建
中醫院，並增設中西醫院結合病房，
提供約六十張病床，為中風、腫瘤及
長期痛症病患者提供中西醫藥醫院服
務，料工程二○一四年展開，一六年
第二季竣工。首階段重建計劃興建的
社區健康中心率先於一四年落成，為
不同年齡病人提供一站式綜合服務。

仁濟醫院重建計劃去年開始動工
，該院主席鄭承隆昨日表示，中醫服
務需求增加，港島區及九龍區分別有
瑪麗醫院及廣華醫院提供中醫門診，
新界區則缺乏同類服務。院方正構思
推動第二期發展計劃，將現時的E座
及F座職員宿舍和門診部門拆卸後，
在該地段開辦中醫院，並增設中西醫
院結合病房，預計提供約六十張病床
，為中風、腫瘤及長期痛症病患者提
供完善的中西醫藥醫院服務，同時為
中醫藥畢業生及學生提供臨床訓練。

現時仁濟醫院亦與本港大學合作
開辦中醫教研中心，提供婦科、腫瘤
科、內科等中醫專科服務，至於日後
中醫院會否與大學或其他機構合作，
鄭承隆指仍有待討論。院方預計，有
關工程將於二○一四年第四季展開，

一六年第二季完工。
仁濟醫院助理行政總監王國良指，擁有四十

多年歷史的 C 座及 D 座提供日間門診服務，今
年六月已完成拆卸，預計在第四季開始進行新大
樓地基工程，興建一座社區健康中心，包括青少
年診療中心，為青少年提供精神和心理等方面治
療，並改善門診服務，為求診人士提供足夠空間。

另外，該院設立全港第二個全關節置換手術
中心，於去年十月已投入服務，王國良表示，院
方處理的關節置換手術數目由過往每年一百宗，
半年內已增加至五百宗，有助縮短病人輪候時間
。由於血液透析服務需求殷切，院方正計劃於荃
灣和葵青區開設血液透析中心，讓腎病患者及早
接受治療。

2012年8月與去年同期零售業數據變動百分比
項目

雜項耐用消費品

藥品及化妝品

電器及攝影器材

珠寶首飾、鐘表及名貴禮品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銷貨價格變動

28.2%

17.4%

8.1%

-3.4%

銷貨量變動

32%

15.9%

12.8%

-4.9%

十月剛至，本港零售業已感受到寒冬
氣息，珠寶首飾、鐘表及名貴禮品銷貨量
連續兩月錄得跌幅。香港零售管理協會用
「災難性」 形容有關數據，並表示 「零售
業依賴自由行旅客已經響起警號」 。政府
統計處昨日公布，本港八月份零售業總銷
貨值為三百五十八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四點五個百分點；扣除價格變動後，零售
業總銷貨數量上升三點二個百分點。數據
雖然比七月略為上升，不過政府稱增長步
伐仍然較早前明顯緩慢。

本報記者 張綺婷

【本報訊】記者鄧如菁報
道：新民黨副主席將增至三

席，新副主席為仁濟醫院
現屆主席鄭承隆（圓圖）
。他期望藉着個人的地
區網絡，協助該黨打開
地區工作層面。他認為
自己與新民黨政黨理念
相近，又欣賞黨主席葉
劉淑儀的言行舉止。

新民黨現有兩位副主
席分別為史泰祖及田北辰。

鄭承隆昨表示，他多年來服務基
層市民，尤其是在荃灣區及屯門區，並

與新民黨理念相近，希望透過地區網絡協助新民黨，展開
更全面的地區服務。他亦計劃下一步參選區議會選舉。

被問到為何不加入其他政黨，鄭承隆指，與民建聯陳
恒鑌份屬好友，曾經合作，但認為加入新民黨較適合，而
且欣賞黨主席葉劉淑儀，稱讚她現時與擔任政務官時有莫
大分別，相信二人能一拍即合。鄭承隆今屆立法會選舉中
曾協助成功當選的田北辰，他默認自己是田的 「樁腳」。
他表示，這次立法會所拉到票，是一票一票，憑着與地區
選民長期建立的關係爭取得來。

鄭承隆原本從事法律訴訟工作，二○○六年起投身翡
翠玉石業，短短一年多，業務已逾億港元。他除擔任仁濟
醫院主席外，亦參與多項社會公職，如警監會委員、懲教
署社區參與更生委員會委員等。

雙謝議員同場合照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謝偉銓，以及轉戰九龍

東直選勝出的謝偉俊，因兩人樣貌相似名字又相近，在選
舉期間經常被誤以為是兩兄弟，謝偉銓早前參加國慶酒會
，遇見謝偉俊，就特意邀對方合照測試是否一個 「餅印」
，不知道大家覺得像不像呢？

新民黨增副主席

醫會倡提高流感疫苗接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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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劃一通波仔按金

【本報訊】衛生署昨日接獲律敦治醫院通報兩宗
敗血性休克個案，涉及兩名女子，並懷疑與她們前日到
銅鑼灣一所名為DR醫學美容集團接受的療程有關。

兩名女子現時在該院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情況
危殆。

衛生署指令停止有關治療
首宗個案涉及一名五十六歲女子，她本身有長期

病患。她於前日下午到該美容集團接受治療不久後出
現發燒、胸悶及頭痛徵狀。她在該中心逗留了數小時
，其後回家。於同日晚上，她出現腹瀉、嘔吐及雙腳
麻痹等徵狀。她現時在律敦治醫院深切治療部接受治
療，她被診斷為敗血性休克及血管內瀰漫性凝血反應
，情況危殆。

第二宗個案涉及一名四十六歲女子，本身健康狀

況良好。她在前日下午到該美容集團接受治療後，於
傍晚出現發燒及腹瀉的徵狀。她於昨日入住律敦治醫
院深切治療部，她被診斷為敗血性休克及血管內瀰漫
性凝血反應，情況危殆。

兩人均曾於前日到該美容中心接受靜脈輸液的治
療。

調查發現第三宗的敗血性休克個案，涉及另一名
於昨日到該美容集團接受治療的女子。該名六十歲女
病人在接受治療期間出現發冷、頭痛、骨痛及暈眩的
徵狀，於昨日出現發燒徵狀，並入住一私家醫院。她
被診斷為敗血性休克，現時情況危殆。

該三宗個案現正由衛生署及警方聯合調查。衛生
署已指令該美容集團停止有關的治療。

衛生署發言人呼籲市民如接受涉及靜脈輸液的治
療後出現發燒的徵狀，應立即求醫。

曾接受DR醫學療程 三女危殆

▼隨着國內經濟增長放緩，內地遊客近月
在港消費意慾明顯下降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鍾健禮（左）和醫管局心臟
科中央委員會主席蔣忠想（右）展示通波仔手術
的支架 本報記者曾敏捷攝

▲謝偉銓（左）與謝偉俊（右）同場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