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攞命美容必須徹查

社 評 井水集

四名女士接受DR美容公司的靜脈
注射後昏迷入院，情況危殆，令人震
驚。

過去，因什麼纖體而 「纖」 出問
題、美容反而 「變醜」 的新聞也時有
所聞，但以性質來說都沒有這一次的
嚴重，不少市民也是頭一次知道有這
種用幹細胞輸入人體使皮膚和組織器
官 「返老還童」 的 「美容」 生意。

不過，只要稍有一點醫學常識的
都應該知道，這絕對不是一般的纖體
瘦身或扮靚的美容服務，而是已屬於
醫學範疇的專業治療，不要說不可能
、不應該在一般的美容公司內提供，
就是到醫療機構去進行，也不見得每
一個 「病人」 都適宜接受這種注射。

事實是，一些女士大概愛美心切
已經想昏頭腦，失去了正常的認知和
判斷能力。幹細胞培植和改善人體器
官組織狀態，在當今全球醫學界仍然
是一項嶄新的技術，包括以幹細胞重
新 「培植」 一隻眼睛，在英國、美國
的一流醫院已可以進行，亦已經有失
明病人在接受移植後重見光明，但相
關醫生、專家對這一手術仍十分謹慎

進行，病人不具備適當的治療條件，
如年齡太大，即使願意付出再高昂的
代價，醫生也是拒絕為之進行幹細胞
手術的。

但是，想不到，在醫學水平及監
管機制一向嚴格的香江，竟然會有美
容公司可以公然打出幹細胞美容的牌
子，為顧客提供抽取血液培植幹細胞
、再以靜脈注射重新輸入身體的 「服
務」 ，實在令人大吃一驚，其情況就
如在街市、商場替人開刀一樣的匪夷
所思。

事情的發生是令人震驚及憤怒的
，有關的美容公司事後還裝模作樣、
推卸責任，說手術由醫生進行，他們
只負責中介聯絡，做不做注射是醫生
和顧客的決定。這真是一派胡言。沒
有美容公司的宣傳和從中操控，那些
可憐的女士會無端端自己走上醫生那
裡去接受什麼幹細胞培植和靜脈注射
嗎？醫衛當局和警方對事件必須徹查
，相關法例更要從速修訂，以保障市
民健康和安全。

致命冠狀病毒殺到
旅港四歲沙特童疑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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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仍有吸引力
王先生（來自北京）： 「今次

是第三次來港，預算用三、四萬元
，跟前兩次差不多。主要想買嬰兒
及小孩用品，也為自己買幾個名牌
包吧。雖然內地經濟沒以往那麼好
，但都來了，也沒有什麼限制自己
。我覺得香港仍是挺有吸引力，東
西便宜。」

已計劃下月再來
龍小姐（來自重慶）： 「來香

港也就是隨便逛逛，主要是買衣服
和護膚品，今天就花了近五千元。
香港是購物天堂，貨品種類多又便
宜，即使會到其他地方旅遊，但還
是會再來香港，且已打算下個月再
來。」

有特定購物目標
石先生（來自深圳）： 「都來

了快十次，每次都有特定要買的東
西，今次便專程買一些音樂用品，
花了幾百元。本來打算買電話，但
款式跟內地也差不多，價錢也沒有
特別便宜，所以就不買了。」

購物方便選擇多
Chris（來自上海）： 「聽朋友

說香港購物好方便，選擇又多，也
比上海便宜多。我主要是來買化妝
品，雖然名牌也便宜，不過沒有打
算買，主要都是想買一些中價牌子
貨品，因為我不太喜歡那些牌子。」

遊客心聲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該男童與父親上星期三由新型致命冠
狀病毒重災區沙特阿拉伯抵港，父親上星期五曾發燒，已經痊
愈。男童昨日出現發燒、咳嗽和嘔吐，前往律敦治醫院急症室
求醫，其後轉送瑪麗醫院接受隔離治療，現時情況穩定，還未
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正等待化驗結果。

衛生防護中心又說，衛生署正與醫管局保持密切聯繫，監
察情況。同時建議旅客如果自受影響國家來港十日內出現病徵

，應立即戴上口罩及求醫，並向醫生報告曾前往旅遊的國家。
世界衛生組織上月底向全球發出警告，英國確診了一名四

十九歲卡塔爾籍男子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病例，目前正在英國接
受治療，其病毒與三個月前由一名沙特阿拉伯籍死亡病例中檢
測到的新型病毒基因排序，相似度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五，該卡
塔爾籍男子病發前亦到過沙特阿拉伯。

正等待化驗結果
新型病毒最終命名為 「人類冠狀病毒beta2c」，病患者有

嚴重呼吸道感染和腎衰竭。衛生防護中心早前表示，新型病毒
與港大在蝙蝠身上發現的兩種病毒，有七成至九成相似度，極
可能是近親關係。政府已在口岸加強監察措施，並且特別留意
由沙特阿拉伯和卡塔爾來港的旅客，並把新型冠狀病毒列為法
定須呈報的傳染病。

引起全球醫學界高度關注的新型致命冠狀病
毒懷疑入侵香港。一名由沙特阿拉伯吉達來港的
四歲男童懷疑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昨日出現發燒
、咳嗽和嘔吐，正在瑪麗醫院接受隔離治療，情
況穩定。院方已為男童抽取呼吸道樣本進行化驗
，正等待化驗結果。 本報記者 朱晉科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吳美慧報道：歷來最
長的黃金周結束，總結過去八天，有近九十萬內地
旅客到港，比去年同期增幅超過一成。然而，內地
旅客的消費習慣改變，大豪客一擲千金的情境不再
，取而代之是購買實用貨物、日用品等中、低價產
品。雖然內地旅客的人均消費有下降趨勢，不過有
旅遊業人士對情況持樂觀態度，認為內地客消費習
慣改變反而讓香港更多行業受惠。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數字，本港在黃金周期間
共有八十九萬五千名內地客訪港，比去年七十八萬
增加超過一成旅客，增幅超過旅議會預期。不過，
去年黃金周只有四天，而今年卻有八天。

大額消費明顯減少
儘管旅客增多，不少人對今次黃金周的零售市

道卻不表樂觀，早前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
預料，由於內地旅客的人均消費下跌，特別是對鐘
表珠寶業等大額消費明顯減少，估計今次黃金周整
體銷售額僅較去年同期增長少於一成。政府日前公
布的八月份零售業總銷貨數字亦顯示，以往最受自
由行旅客歡迎的珠寶首飾、鐘表及名貴禮品銷貨數
量跌四點九個百分點，是連續第二個月錄得跌幅；
而銷售額更是今年來首次錄得跌幅，下跌三點四個
百分點。

記者昨日到過銅鑼灣街頭觀察，發現街上少了
一袋二袋的自由行旅客。而羅素街上的名貴鐘表店
舖，顧客更是疏落，不少店舖的職員都在聊天，甚
至玩電話打發時間。而不少內地旅客亦表示，在港
會選購中低價產品，不會花費太多金錢。

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近年來訪

港的內地旅客消費模式日漸成熟，不再針對只買名
牌及名貴商品。他估計，內地旅客的人均消費由
以往的八千元降至大約六千， 「但不代表他們買
得少，只是少買了奢侈品，他們不可能長年累用
來港也買名牌」。他留意到近來內地客喜歡在香
港買一些日用品如化妝品、護膚品等，所以消
費金額一定會減少。

對於本港零售業日漸依賴自由行消費，但內
地客消費力放緩，董耀中對此不表擔憂， 「因為
以往他們只會買珠寶、金表這類貴價貨品，現在
把消費範圍推至很多不同方面，讓更多店舖受惠
，對本港是一件好事。」他認為，儘管歐洲可能
搶去一部分內地客，但香港在內地客眼中始終有信
譽，地理上又較近，所以內地客還是會選香港作為
旅遊地。

購物習慣改變
旅議會主席胡兆英亦表示，近年內地旅客購物

習慣改變，從購買名牌珠寶、手表轉向購買電子產
品，甚至到超級市場選購日常用品；購物地點
亦由以往的一兩個名店集中地擴散至全港
各地，可以令不少行業受惠，也不像以
前把消費集中在一兩種商品。

對於特首梁振英稱黃金周外國旅客
來港人數大跌兩成，他表示其實外國
旅客來港數字一直有增長，只是增幅
不及內地客。他又說，外國旅客知道
本港現時正值黃金周，為了避人潮，
都不會選這段期間訪港，正如早前倫
敦奧運部分旅客避免到倫敦一樣。

內地客豪擲千金不再

【本報訊】記者吳美慧、張綺婷報道：香港鐘表
業總會主席朱繼陶表示，黃金周期間業界銷情理想，
較平日升六、七成，但因內地豪客近年多轉往歐洲購
買心頭好，令業界大額生意銳減，花三十萬元以上買
表的內地豪客減少約五成，以至今年首八個月的零售
額按年跌了百分之三點四。

昨天下午，銅鑼灣羅素街和波斯富街珠寶鐘表店
舖生意稀少，廿多間店舖，八、九成只得兩、三個
客人入內，甚至是零客人。朱繼陶表示，銷售金額夠
大的話，一天有一個客，整個月營業額已超過一千萬
元。中秋過後，本月的二至五日，店舖人流很旺，營
業額較平日多六、七成，跟以前黃金周比較，亦差不
多。

百萬元名表囤積存貨
不過，上半年鐘表業界的營業額，按年跌兩成。

價單超過三十萬元的豪客，較前少了足足百分之五十

，他擔心黃金周後銷情 「插水」， 「去年黃金周，顧
客平均消費八、九萬元，今年跌至六萬元，我們唯有
賣多點中價表。」他指，以前貴表是搶手到 「不夠分
」，一款名表只在港出售五十隻，每間店舖只分到一
、兩隻，較易銷貨，但專賣六、七十萬，甚至過百萬
元名表的店舖，有囤積存貨情況。

他指，鐘表業界正面對多個問題，包括租金壓力
、環球經濟環境欠佳，以及內地客轉到歐洲 「掃貨」
等問題影響， 「歐債危機、內地經濟調控 『閂水喉』
，帶來融資問題等等。與此同時，內地放寬國民到歐
洲旅行，可落地簽證，一些豪客轉而到意大利和巴黎
等地買名牌，因為可以退稅，比香港還要便宜。」雖
然鐘表業界正面臨挑戰，他預計，貴租地段一樣由鐘
表珠寶店和名店佔據。

對於近年港人批評內地旅客聲音不絕，朱繼陶說
，港人反應過敏，會影響香港經濟： 「不止得香港，
近一點的，他們可以去澳門、去新加坡。」

豪客轉戰歐洲豪客轉戰歐洲

▲花三十萬元以上買表的內地豪客減
少約五成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近年內地旅客購物習慣改變，從▲近年內地旅客購物習慣改變，從
購買名牌珠寶、手表轉向購買電子產購買名牌珠寶、手表轉向購買電子產
品及日用品品及日用品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二○○三年重創香港，造成二○○三年重創香港，造成
二百多人死亡的二百多人死亡的「「沙士沙士」」，就是，就是
由冠狀病毒引起由冠狀病毒引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衛生防護中心早前表示，新型病毒與港大在蝙
蝠身上發現的兩種病毒，有七成至九成相似度

長者津貼關鍵是要盡早實施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與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張建宗昨日重申：未來發放的二
千二百元長者生活津貼，必須要有審查
機制，不會以 「議價」 的態度去做，亦
難有放寬的空間。

截至目前為止，梁振英政府在這一
問題上的立場是堅決的，而堅決的原因
在於有清晰的理念：長者生活津貼不同
於生果金，不是人人有份的福利津貼，
而是專門針對有需要長者而發放的一種
生活補助。而 「有需要」 如何界定？就
需要資產審查。

此一理念及背景，是基於近年社會
上有為數相當多的一批老人，他們領不
到或沒有去申領綜援，僅靠子女有限的
供給及每月一千零九十元的生果金維生
，經常要四出拾紙皮，到街市等賣剩的
「菜尾」 、 「魚毛」 做餸，生活艱苦而

沉重。如果二千二百元長者生活津貼能
夠落實，他們每月可以多拿一千一百一
十元的津貼，日子就可以過得寬鬆一些
、有尊嚴一些，每周可以多煲兩啖湯、
買些新鮮生果，或者買幾個出爐麵包去
探望孫仔，就更是老懷大慰之事。

因此，無論從政府庫房財力而言，

從人性社會的公平關愛角度而言，資助
這一批在貧窮線上掙扎生活的老人，都
是責不容卸、義不容辭之事。根據政府
估計，長者生活津貼一旦實施，將會有
四十萬長者受惠，任何人只要想一想四
十萬張歷盡風霜的臉上因每月多一千元
而泛起的笑容，都不應該對這個計劃有
任何的掣肘與阻撓。

然而，眼前圍繞長者生活津貼的實
施，情況卻不是那麼祥和、順利，立法
會內各主要政黨出於不同原因，對計劃
中的資產審查機制提出了異議，反對派
議員完全反對審查，民建聯與工聯會則
要求放寬審查尺度，由十八萬提高至三
十萬， 「人民力量」 黃毓民等則揚言不
惜 「拉布」 也要反對資產審查。

在所有社會經濟民生議題都已經被
政治化的今天，梁振英政府是否能打好
長者生活津貼這一仗，是對其施政理念
和能力的一大考驗。必須看到，為老人
請命、反資產審查，反對派很容易便可
以佔領議題的道德高地，一旦撥款申請
被否決、通不過，他們還可以倒打一耙
，把責任推到政府頭上。但反對派也不
要忘了，全港有四十萬合資格老人是在

等着、盼着這二千二百元的， 「挾長者
、令特首」 的如意算盤未必打得響，到頭
來長者失望怪責的不是政府而是他們。

事實是，資產審查和十八萬元的上
限，不過是現行生果金六十五歲審查機
制的 「翻版」 ，社會和長者均已接受多
時，不會認為是什麼新的苛例。當然，
未來生活津貼的審查機制必須以便民為
第一，老人家一般都害怕數字和填表，
審查不是 「查家宅」 ，只要由長者主動
申報資產未 「超標」 、再配合以適當的
抽查便可。

機制大可寬鬆、方法應該便民，但
審查之設是為了明確長者生活津貼的性
質和目的，已逐漸步入老齡化的港人社
會負擔能力更不能不考慮。長者生活津
貼是一項確有需要的惠民措施，不是
「派糖」 、也不是梁振英可以藉此提升

民望的 「招數」 ，任何人在這一問題上
抱有私心、另有所圖，都是對不起老人
家、對不起這個社會和不可能得逞的。
廣大市民包括直接利益攸關的長者，要
看清情勢、明辨是非，支持有必要的資
產審查，反對將問題政治化，而關鍵是
要排除阻力、盡早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