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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祖國可以 自身懈怠不可 長津四度受阻令人憤慨

社 評 井水集

港府公布的本港第三季經濟狀況尚
算不錯，GDP增幅未再回落，通脹繼續
下調並保住全民就業，在外圍環境差劣
下能有此表現已屬難能可貴。但長遠發
展後勁不足和要提升競爭力的問題，卻
仍未得解決而須予更多關注。

第三季 GDP 增百分一點三，與次
季相若而稍好，按季上升百分零點六，
扭轉了次季的微降狀況，使香港避免了
陷入技術性衰退。出口因外需不振而依
然疲弱，貨物出口只增百分四，而服務
出口更幾無增長。內需方面情況卻好得
多，私人消費有近百分三的溫和升幅，
而投資隨房地產項目動工量回暖，大升
近百分九並遠勝次季。公共建設項目亦
加快上馬，加上維持全民就業，暫時來
看本港的經濟基調尚好，足可承受外圍
不利因素帶來的衝擊。全年 GDP 增幅
料將逾百分一，雖偏低卻非惡劣。

展望未來，外圍因素中歐美的不景
氣將繼續，甚至可能出現突變而引爆危
機。幸好內地經濟料可很快止瀉回升，
從而帶來拉動作用。事實上第三季對內
地出口已回暖，有接近雙位數增長，表
現可謂奇佳。內部經濟除了續要面對外

圍不景氣帶來的抑制作用外，還須注意
樓市的走向。在美國聯儲局推出最新一
輪量寬QE3後，樓市又趨熾熱，令港府
不得不再出招冷卻，故猛推了加重印花
稅的雙 「辣招」 。最終成效如何尚待觀
察，但當局已表明會密切注視情況變化
，必要時會加推措施。樓市調整及跨境
資金逆轉，乃香港今後要面對的兩大潛
在風險，故須防由突變帶來大震盪。

無論如何，至今為止和在可見未來
，內地經濟維持良好增長勢頭和兩地交
流日深，將可起保障香港經濟和減輕外
來衝擊的作用。此乃香港得天獨厚之處
，但必須注意中央對香港的發展路向已
表達了關注。在中共十八大的政治報告
中，便指出本港必須在借助祖國後盾作
用，和提高自身競爭力上取得較好的平
衡。這是個具有十分深遠意義的提示：
香港不能只顧加強兩地合作而忽略了自
身的發展水平提升，也不能只靠祖國拉
動經濟而忽略了建立內生動力，背靠祖
國可以，自身懈怠則不可。

顯然，港府及全港上下均須對上述
提示深切反思，並認真及積極地探討提
升競爭力之道。按目前香港情況看，這

要求在兩方面採取雙管齊下的行動：一
是抑制成本特別是樓價上升，以增強價
格競爭力，二是加快產業的升級轉型以
使發展水平及早再上台階，從而強化基
本競爭力。在此中壓制樓價的重要性不
容低估，最近多個專業報告都突顯了這
個需要。有報告指按最高價的地段相比
，香港已晉居全球昂貴租金首位，既貴
過紐約，還比巴黎、東京貴出一倍以上
。另一報告則指在本港的經營成本中，
住宅及辦公樓價值一項便比星洲高出四
成多。還有報告指出，跨國企業選擇以
星洲作為地區總部的比選香港的多近兩
倍，主要原因包括本港的樓價及生活成
本過高。

因此港府推出 「辣招」 不單是針對
民生及維穩目標，也是為了推動引資及
經濟發展所必要者。因此看來最怕不夠
「辣」 ，特別是直接影響經營成本及物

價的商用物業交易，尚未有 「辣招」 覆
蓋。港府已表示對此會密切監視，但在
有必要時必須當機立斷出招。另一方面
，當然還要加大推動經濟轉型及產業升
級政策的力度，從長遠看單是壓低成本
並不夠，還須拓展新興業務。

政府提出的長者生活津貼撥款申
請，昨日第四度提交立法會財委會審
議，也第四度被反對派議員無理阻撓
而 「擱淺」 。

「長毛」 梁國雄及張超雄，兩人
昨日在會上分別提出了三百多項 「修
訂」 ，六小時的會議時間全部在這些
無聊的 「修訂」 中浪費掉，無法就撥
款申請進行表決。

會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再一次表示失望。然而，真正感到失
望的不是張建宗，而是四十萬盼望着
這二千二百元生活津貼的清貧老人。

事實是，自特區政府上月提出撥
款申請以來，事情的發展絕對是荒謬
和不可以接受的。立法會議員當然有
權審查以至否決政府提出的撥款申請
，但是，眼前事實卻根本不是立法會
議員正常職能、權限下的審議，而是
個別反對派議員在利用職權大玩 「拉
布」 花招，阻撓政府依法施政，令梁
振英及新班子寸步難行，其橫蠻無理
已到了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的地步。

所謂三百項修訂，什麼 「一年檢
討一次」 、 「一年檢討兩次」 ……，

沒完沒了的 「修訂」 下去，試問到底
有什麼必要？有什麼理據？有什麼誠
意？答案是半點都沒有，完全是在那
裡 「玩嘢」 虛耗時間而已。

因此，在立法會審議權力已經被
如此濫用、會議時間、市民公帑已經
被如此大肆浪費的情況下，任何稍有
正義感的市民都已經感到不耐煩、不
合理、不對勁，質疑長者生活津貼是
不是需要如此激烈的反對？立法會議
員又是幹什麼的？如此次次開會 「拉
布」 ，立法會其他工作還要不要幹？

但問題是在現行立法會 「議事規
則」 下， 「長毛」 等人可以大玩會議
程序，成千上百次的提出 「修訂」 ，
其他議會同僚難奈其何，廣大市民更
只有 「乾着急」 的份兒。而這種局面
還要繼續到幾時？立法會到底是誰人
的立法會？是市民的立法會，還是
「長毛」 等少數人的立法會？是按照

基本法規定的特區政府唯一立法機關
，還是阻撓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 「亂
法機關」 ？

一連兩天的 「第十二次粵港澳防治傳染病聯席
會議」 ，今天在廣州結束。會上，粵港澳三地達成
六點共識，在新時期流感變異監測體系建設加強聯
動和合作成為一大共識，聯手防控傳染病。有與會
專家表示，三地聯手合作，一旦流感出現異常，三
地可快速防控。廣州上月一名男嬰感染甲型流感死
亡。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十六日電】

粵港澳6共識 防控傳染病
加強合作監測流感變異

何栢良批醫局化驗設備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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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公開聆訊
私院批地規管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昨
日早上開會，討論跟進審計報告的建議。帳委會主席石禮謙
在會後表示，將會就審計署批評私院批地規管及空氣污染指
標監測，進行公開聆訊。由於這兩個問題，較受公眾關注，
決定去信邀請相關人士，出席聆訊，回應議員質詢。帳委會
預計需要召開兩至三次會議，明年二月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早前審計報告揭露，部分私家醫院土地獲政府免地價批
出，卻未有按批地協約規定，其中仁安醫院投得約兩公頃的
醫院用途地皮後，近半地皮竟空置長達20年，近年補地價
後改為興建豪宅。對於會否邀請發展仁安醫院的恆基兆業主
席李兆基出席作證，石禮謙拒絕透露具體名單，他表示，凡
涉事件及有需要，帳委會都會邀請他們出席。

廣東省衛生廳廳長姚志彬、副廳長黃飛、香港衛生署署長
陳漢儀、香港醫院管理局質素及安全總監廖慶榮、澳門衛生局
局長李展潤等出席。會上，來自粵港澳三地的傳染病、流行病
學以及實驗室等四十多位專家共同商議聯手防控傳染病。

會上，三地專家們針對流感監測、消除麻疹和病原微生物
監測專題作了主題發言，並達成了六點共識，新時期流感變異
監測體系建設加強聯動和合作，成為一大共識。三地代表一致
認為，隨着流感大流行後時期的監測和防控技術發展，三地安
排專家在新技術應用研究、新時期流感變異監測體系建設等領
域加強聯動和合作。三地與會代表肯定了粵港澳三方在人禽流
感防控合作方面取得的成績，並一致認為在今後的新發傳染病
，如新型冠狀病毒等防控活動中，繼續遵循和加強現行信息交
換機制的運作。

廣東屬高發區不能大意
今冬將至，流感備受關注。中國著名呼吸疾病專家鍾南山

表示，根據流感每3至5年會發生一次大流行的規律，今冬明春
有出現流感小高峰的風險。有專家提醒，廣東是流感傳統高發
區，對防治流感不能放鬆警惕。

與會的廣東省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首席專家、傳染病預防
控制所所長何劍峰向記者表示，華南地區通常流感高峰期在3至
7月，廣州、香港等地1月有流感小高峰。流感本身對人體有傷
害，但最大危害是併發症。上月，廣東發現一例甲型H1N1流感
死亡病例。茂名有一名11個月大男嬰，由流感引起併發症重度
肺炎不治身亡。男童的死亡原因主要是肺功能衰竭，單純甲流
並不會致命。

上月茂名男嬰染甲流亡
何劍峰認為，粵港澳三地交往頻繁，三地加強流感防控頗

為必要。三地防控流感各有優勢，香港擁有世衛組織的流感實
驗室，三地聯手合作，不僅可分享流感信息，若一旦流感出現
異常，及時溝通，三地可快速防控。

會上，粵港澳三地達成共識還有繼續加強三地在傳染病和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控方面的合作，繼續保持和完善通報機制
，加強消除麻疹工作的合作。加強和完善衛生應急機制建設，
加強在公共衛生人員培訓方面的合作。三地公共衛生人員組成
、培訓方式和資源各有優勢。此外，會議決定第十三次粵港澳防
治傳染病聯席會議將在2013年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衛生署主辦。

粵港澳防治傳染病達六共識
●繼續加強三地在傳染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控方面的合作。開展粵港澳傳染病防控資訊和經
驗的交流，提高三地的傳染病防控水平

●繼續保持和完善通報機制。今後還將共同努力完善通報機制，加強聯動，使之發揮更大的作用

●加強消除麻疹工作的合作。三地在達致消除目標上仍面對諸多挑戰，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合作

●加強傳染病防控新技術應用的交流與合作。隨着流感大流行後時期的監測和防控技術發展，三
地必要安排專家在新技術應用研究、新時期流感變異監測體系建設等領域加強聯動和合作

●加強和完善衛生應急機制建設

●加強在公共衛生人員培訓方面的合作。三地公共衛生人員組成、培訓方式和資源各有優勢。加
強在公共衛生人員培訓經驗交流和資源共享

【本報訊】記者夏盧明報道：本港近年NDM-1
末日惡菌個案持續飆升，今年累計達 12 宗。衛生防
護中心細菌耐藥性衛生防護項目主席何栢良批評醫管
局轄下的醫院化驗設備陳舊，懷疑有一宗NDM-1院
內爆發個案與因化驗時間太長有關，建議當局增加器
材。

鑒定細菌竟需時兩周
近年來耐藥性細菌種類越來越多，何栢良舉例，

「多黏菌素」和 「磷霉素」兩款強力抗生素，幾乎可
以消滅所有細菌，十年前需用到它們去消滅耐藥性細
菌的個案，一年少於一宗，但近年耐藥性細菌感染個
案不斷上升，現在平均一天就有一宗個案需要用到強
力抗生素。

何栢良說，現在最新的測試儀器，一小時就可確
認患者感染細菌種類，但公立醫院測試設備大部分比
較陳舊，有如第三世界一樣落後，檢測時間需一至兩
個星期，最快也需二至三天。

醫管局現行對NDM-1即 「泛耐藥腸桿菌科細菌
」病人，會安排單獨病房隔離。但今年9月，一名64
歲長期病患男病人，在東區醫院留院期間，被同房另
一名懷疑在緬甸中招的 78 歲男病人傳播惡菌。何栢
良懷疑，此宗個案是因為東區醫院遲了三日才檢驗有
旅遊史的帶菌病人感染的是NDM-1惡菌，所以沒將
病人轉往單獨病房隔離，不幸使同房病人中招。

何栢良說，本港近期發現更多抗藥性強的細菌感
染個案，今年以來已有 12 宗感染 NDM-1 個案，累
積至今共有 17 宗感染個案，大部分患者都曾在內地
進行醫療美容或其他移植手術。他提醒經常往返內地
的港人要保持警覺。

衛生署昨日公布新版抗生素指引供醫護人員參考
，加強適當使用抗生素意識，除印刷版外，稍後將上
載到衛生防護中心網頁，下月推出iPhone和Android
手機免費應用程式，供醫護人員使用。為加強市民對
抗藥性的關注，衛生署會推出動畫，於網頁及
YouTube網站播放，推廣及宣傳如何善用抗生素。

【本報訊】審計署日前披露仁安醫院將醫院
用地改建住宅，地政總署昨日表示，仁安醫院改
建私宅用地已補足地價，且照既定程序處理地契
修訂的申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不
同時代批出的土地條件也不同，政府將會對興建
私家醫院所需批地的條件將做一次性地制定清晰
的指引。

審計報告揭衛生署未有監管仁安醫院，將近
一半用地獲城規會批准改變土地用途，興建私人
住宅。高永文昨日出席毅行者活動時表示，政府
已成立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將針
對性地檢討現行對香港私家醫院的規管架構，可
能需一次性地制定清晰指引，規管需營辦醫院的
組織遵從的條件，不同形式批出或賣出的土地，
相關的條件或要求可能並不一樣。

地政總署發表聲明表示，仁安醫院的土地是
經過公開招標，按當時提供私家醫院用地的安排
批出。城委會於 2000 年同意將醫院部分用地修
訂作住宅用途，署方隨後按更改的規劃用途，按
機制徵詢相關部門意見，並收取十足土地補價，
是按照既定程序處理地契修訂的申請。立法會議
員郭家麒昨午到廉署總部，要求調查當局批准仁
安醫院近半用地改建住宅，希望廉署介入。

議員促廉署調查仁安
仁安醫院發表聲明稱，政府於 1981 年第一

次招標時流標，再投標後亦有轉手，該集團是在
1988 年 10 月從第三者購入該地，隨即着手興建
醫院，1994 年落成投入服務。因應回歸後政府
推行 「八萬五」房屋政策，希望多建住宅單位，
所以該院在 1998 年底向城規會申請將部分土地
改作住宅用途，城規會於 2000 年 6 月同意改用
途，集團隨後向地政總署申請修改地契，2004
年8月接受反映當時市值的補地價金額。

另外，審計署揭發，聖德肋撒醫院支付了一
大筆款項給所屬教會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醫院董事和
教會主事人都是同一位修女何美蘭，她並同時擔任十多間公
司的董事，當中七間與聖德肋撒有關，例如乳腺診治中心及
腫瘤科中心等登記地址都是醫院，但屬私人公司，公司股東
包括女修會、醫院與醫生。另六間公司，部分登記地址是聖
德肋撒醫院，其中一間名為銀影公司，大股東是聖保祿女修
會，其餘股東包括聖德肋撒醫院與40多名不同專科醫生。

高永文說，聖德肋撒醫院將收入透過其屬下公司轉移到
其他地方，他稱若過往的指引及執行上有不清晰的地方，當
局會按審計署報告書建議，制訂完善措施及指引。

▲圖為粵港澳防治傳
染病聯席會議現場，
粵港澳聯手防控傳染
病加強新時期流感變
異監測

▲鍾南山表示，今冬
明春有出現流感小高
峰的風險。圖為流感
患者正在吊針

本報記者
袁秀賢攝

▲高永文表示，
政府研制定清晰
指引，規管私家
醫院遵從批地條
件

批
地
建
私
院

當
局
擬
訂
指
引

▲衛生防護中心感染控制主任黃天祐（左）和細
菌耐藥性衛生防護項目主席何栢良介紹新一版抗
生素使用指引《效果》 本報記者夏盧明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