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二十七日
電】第十三次粵港澳主要商會高層圓
桌會議今日在南沙舉行，三地17家
主要商會的商界領袖圍繞廣州南沙新
區建設、推進粵港澳全面合作的專題
進行深入研討，廣東省委統戰部部長
林雄建議，南沙新區要建設成為粵港
澳行業組織、商會合作的現行先試示
範區，在重大決策諮詢、商事調解仲
裁、社會組織發展方面借鑒港澳先進
經驗，建設與港澳接軌的法制化營銷
環境，他呼籲三地企業家投資南沙，
分享南沙擁有的國家級政策紅利。

南沙倡建行業合作示範區
粵港澳商會共議發展大計

美容業指醫學界陰謀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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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港天氣顯著轉涼，天文台昨早錄得14.6度
氣溫，是今年入冬以來最低紀錄。受強烈季候風影響，預計
未來數日仍然密雲有雨，周末回暖，下周初再轉涼。

昨晨市區氣溫徘徊在13.9至15.6度之間，新界地區更低
，打鼓嶺最低氣溫只有 11.2 度，昂坪不足 10 度。天文台署
理高級科學主任李新偉表示，一股強烈東北季候風為廣東沿
岸地區帶來相當清涼及有雨的天氣，預計本港會繼續多雲，
有幾陣雨，天氣清涼，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稍後轉吹清勁
東風，本周餘下氣溫都會維持在20度或以下。

天文台預測，今日市區最低氣溫約 16 度，新界再低兩
、三度，最高氣溫約 19 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風勢
間中清勁。下星期初會有另一股強烈季候風補充抵達廣東沿
岸，氣溫會再次顯著下降，但由於較為乾燥，預料天色會好
轉。

昨晨入冬最冷 周末回暖

【本報訊】不少癌症病人誤以為服食靈芝、雲芝，甚至
中藥有助抗癌，事實上除未有臨床實證外，更會導致病情惡
化。瑪麗醫院今年初增聘2名臨床藥劑師，專門為癌症病人
講解接受西醫治療時，服用其他藥物的相沖藥性、化療時注
意細則等，每年約處理100個新症，是本港首間醫院設有此
服務。有關服務開支每年需要110萬元。

港島西醫院聯網昨日公布 2012/13 工作重點，其中，
「龍頭」醫院瑪麗醫院將新增兩項服務，包括 「癌症病人藥

療諮詢」及 「中央調配靜脈注射藥物服務」。瑪麗醫院臨床
藥劑師林鳳儀表示，曾經有病人不理醫生的勸喻，偷偷服食
靈芝、雲芝、人參、冬蟲夏草等含有抗癌物質的食物，甚至
結合中藥一併食用，期間更斷絕化療及手術治療，結果半年
後癌細胞擴散，有人更會出現肝酵素上升等無明顯病徵的情
況。

「針對大部分病人深信中、西合璧有助治療的謬誤，臨
床藥劑師會常駐在瑪麗醫院的日間癌症治療中心及腫瘤科病
房，每年為100個癌病新症病人提供藥物治療諮詢及輔導服
務、覆核其化療處方、完善調配化療藥物程序，每年開支約
110萬元。」林鳳儀說。

港島西醫院聯網臨床服務統籌專員（藥劑）崔俊明表示
，另一項新服務是每年撥出130萬元設立 「中央調配靜脈注
射藥物服務」，由1名臨床藥劑師及3名配藥員，今年3月
開始為初生嬰兒及兒童深切治療部，集中調配靜脈注射藥物
，提高治療效率外，更減輕護士工作量高達每年 6000 小時
，以及節省每年22萬元的藥物開支。

瑪麗專人阻癌症患者服靈芝

【本報訊】一名男童去年因發燒、出水痘入住瑪嘉烈醫
院，期間經多次插喉及搶救，其後感染病毒死亡，他的家人
懷疑院方插喉失誤，令男童枉死，要求政府徹查事件。食物
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與葵青區議員會面時，向其家人致
以慰問，並表示會再詳細了解事件及跟進。

死亡男童李思淼（三歲半），患有慢性肺部疾病及腎上
腺功能不足，需長期使用氧氣。他於2011年9月7日因發燒
入住瑪嘉烈醫院兒科病房，其後出現肺炎被轉送到兒科深切
治療部。翌日，男童出水痘再被轉送傳染病中心兒科病房接
受隔離治理，期間他曾出現反覆抽搐，痰樣本化驗顯示有大
量細菌。

同年10月17日他出現急性呼吸困難，醫生為他插喉接
駁呼吸機，及接受強心藥物治療；9天後男童因腹瀉再被轉
送往傳染病中心兒科病房接受隔離治療，期間醫生准予他放
假回家。12月2日，他因呼吸情況惡化需入住兒科深切治療
部，並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綜合症，在高劑量的強心藥物治療
下，他的血壓仍然偏低，情況危殆。

男童接受心臟掃描檢查顯示，他的心房脹大，以及出現
急性腎衰竭、瀰漫性血管內凝血、肝衰竭等徵狀，醫生已向
其父母解釋男童危殆的情況。男童情況急轉直下，12 月 10
日離世，死因是嚴重急性呼吸窘迫綜合症併發休克及多器官
衰竭。

死者母親昨日到葵青區議會，向高永文申訴，她稱，懷
疑因醫生插喉出問題，最終令兒子失救死亡，她已經申請法
援打算控告醫院，但申請至今已近一年，仍未獲批。高永文
表示，會詳細了解事件及作出跟進。

男童疑插錯喉致死 家屬促查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二十七日電】作為目前內地
六個國家級新區中，唯一一個以深化粵港澳全面合作為
定位的國家級新區，南沙粵港澳綜合試驗區將會包括十
二大功能區，總面積達 108 平方公里，廣州市南沙區常
務副區長孫雷表示，屆時南沙每一個相關的粵港澳合作
的功能區都相當於現在前海的體量。

孫雷今天向到訪的粵港澳主要商會負責人介紹南沙
新區的發展時透露，目前南沙將着重建立《廣州市南沙
新區發展規劃》實施的保障機制，而國家將根據南沙新
區發展定位賦予南沙在財稅、金融、與港澳往來便利化
、擴大對外開放、土地管理、海洋管理、社會事業與管
理服務等方面的優惠政策。

孫雷介紹說，就現在而言，南沙已初步確認了八大
涉及粵港澳合作內容的功能區，分別是粵港澳港航運物

流綜合試驗區、慧谷科技創新及教育培訓基地、粵港澳
數據服務試驗區、粵港澳口岸通關合作示範區、國際高
端醫療國際健康城、國際教育合作試驗區、海洋及生物
技術產業基地等。

不過，孫雷強調，南沙將最終建立起粵港澳合作的
十二大功能區，總面積達 108 平方公里，現在這個規劃
仍在細化過程中，他特別形容： 「每一個功能區都相當
於現在前海的面積」，顯示南沙在深化粵港澳合作方面
具大的潛力和能量。

此外，孫雷也向三地商會負責人吹風，現在南沙仍
在向國家申請包括：通關便利化、營商環境、專業服務
、金融創新服務、旅遊事務、文化事務、醫療事務以及
社會事務等八大領域的政策支持，到南沙投資的三地投
資者將盡享國家層面的政策紅利。

建十二大功能區超越前海

圓桌會議今日下午在南沙區舉行，包括香
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中
華出入口商會、香港總商會、廣東省工商聯、
香港廣東外商公會、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澳門
中華總商會、澳門廠商聯合會等三地商會代表
共商南沙發展大計。

建議設商會聯絡機制
林雄說，粵港澳主要商會高層圓桌會議成

為港澳了解內地、內地了解海外的重要窗口，
也促成了內地與香港、澳門在經濟、文化等方
面實現更緊密合作關係。廣東省將着力發揮粵
港澳主要商會高層圓桌會議在推動民間深入參
與粵港澳全面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在談到南沙新區在密切粵港澳三地合作時
，林雄建議南沙應建設粵港澳會展管理部門、
行業組織、企業代表的溝通聯絡機制，粵港澳
行業協會、商會聯絡溝通機制，粵港澳行業商
會聯運機制等。

林雄認為，港澳在金融保險、文化創意、
研發設計、航運物流、休閒旅遊等現代服務業
領域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是南沙新區建設急需
加強的產業短板，企業間、商業間的合作大有
潛力。希望港澳商會團結和聯繫工商界的橋樑

紐帶作用，引導企業參與南沙開發。

代表關注橫琴前海錯位發展
與會三地商會代表提出了南沙與橫琴、前

海的錯位發展問題，廣東高科技產業商會負責
人表示，南沙應有於橫琴的旅遊文化、前海的
金融商務，着重在生產性服務業、創新平台等
方面發展，實現深化在服務貿易自由化、商業
服務中心、科技創新服務、國際教育合作、現
代航運物流集聚區及高端醫療六方面與香港業
務及政府的全方位合作。

廣東外商公會會長許智明則提議，南沙新
區在產業功能定位方面應該與前海與橫琴有區
別，航運是南沙最大的優勢，應該側重在貿易
與航運及海洋產業方面，與前兩者形成錯位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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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配合觀塘市區重建，發展
局計劃增建區內賽馬會健康院醫療衛生設施及興建月華街行
人天橋連接系統，預計耗資2億元，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通
過有關建議，發展局將於明年初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昨日召開會議，發展局提交兩項建
議。配合觀塘市區重建計劃，區內賽馬會健康院現有四項醫
療衛生設施，需要分別重置在月華街及開源道，發展局準備
向立法會申請增撥 1.05 億元，增設醫療設施應付區內人口增
長。

發展局表示，預計觀塘人口將由去年的62萬，增至2019
年的近67萬，當中不少是長者，因此在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
中，市建局會以一對一方式，重置賽馬會健康院現有四項醫
療衛生設施，並為各項設施分別增加 20 至 621 平方米的樓面
面積。該四項設施包括勞工處職業健康診所及職安健康中心
、醫管局普通科門診、母嬰健康院及政府牙科診所，以及美
沙酮診所。相關醫療衛生設施工程，預計可於明年底至後年
年初完成。

另外，發展局又計劃動用9500萬元，興建行人天橋以貫
通未來的月華街診所及觀塘港鐵站。發展局表示，現時接連
月華街至港鐵站的樓梯超過180級，對區內長者以及傷殘人士
造成不便，故計劃興建月華街行人連接系統工程，有關工程
包括興建有蓋高架行人天橋及地面有蓋行人通道，連接月華
街、協和街休憩公園及觀塘港鐵站，行人連接系統亦包括兩
台升降機塔。工程預計明年3月底至4月初動工，至2015年完
成。

根據相關程序，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通過建議後，發
展局的建議仍需通過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提升工程級別
為可申請撥款的甲級，才能得到財委會的撥款申請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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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鄧如菁報道：DR醫學美容集團
靜脈輸液療程致命事故發生後，政府展開研究規管醫
療美容程序，多個美容業團體批評，事件明顯是醫療
事故，政府及醫學界將責任歸咎美容業界不公平，名
副其實 「黑狗偷食，白狗當災」，質疑醫學界有意取
代美容業，要求政府設美容業發牌制度，督導委員會
亦加入美容業界代表，否則日後拒絕遵循指引，甚至
發起遊行抗議。

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昨召開特別會議，邀請

43 個醫學界及美容業團體，就規管私營醫療機構及
醫療美容發表意見。

代表指政府卸責美容業
香港美容出版社有限公司總編輯葉世雄表示，贊

成政府加快規管醫療美容，協助香港發展醫學美容業
，但不是 「分豬肉規管」，認為DR事故由集團投資
者至執行均是醫生負責，明顯是醫療事故，政府的解
決方案竟是將責任推卸於美容業， 「是名副其實的

『黑狗偷食，白狗當災』。」
美髮美容業商會第一副會長江樹林更謂，最近有

護士報讀業界與教育機構開辦的紋繡眉形課程，該護
士稱是聽從醫生指示，冀取締美容院，他批評醫學界
，不單對美容業存有偏見， 「醫生竟有取代業界陰謀
！」美容美髮職工會總幹事蔡麗霞指，業界引入激光
洗眉已有 20 年，並沒有出現死亡事故，希望政府研
究規管時不要一刀切， 「連水晶磨皮也不可以由美容
師操作，會影響美容師生計。」她建議，政府應監管
美容師的考核制度，加強認受性。

醫學界促釐清美容行為
醫學界也促請政府釐定醫療及美容行為。香港外

科醫學院整形外科理事會主席張永融認為，應有指引
予醫生和美容師將美容和醫療程序劃分，譬如是按技
能、程序複雜性等，如高危侵入性美容程序包括磨皮
、彩光、射頻及激光，即使由美容師進行，也應由醫
生監管。醫務委員會主席劉允怡指，政府應規定何謂
美容或醫療行為，如針灸、紋身等侵入性行為，未必
屬醫療行為，認為不應單以入侵性和非入侵性區分，
並應監管注入人體內的製品，如血液製品。

立法會議員（批發及零售界）方剛亦指，私營醫
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需要一年時間諮詢，再花
兩至三年時間籌備，認為太長，希望當局盡快立法。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表示，在有關法例推出前
，衛生署已經加強巡查監管，並指已得悉美容業及醫
學界要求清晰界定醫療及非醫療程序，以及區分醫療
及美容行業，會將意見向相關的檢討委員會及工作小
組反映。

DR事故成兩界別立會互批導火索

【本報訊】由七個美容業團體
組成的美容業界大聯盟表示，自
DR醫學美容事故發生後，業界
生意已大跌三、四成，大感無
奈，若政府日後參照新加坡的
對美容作業規管，大部分美容
院將會倒閉，淪為按摩場所。
大聯盟又稱，美容院會聘用已獲
美容業資歷架構能力標準說明第三
級或以上認可的美容師，可進行激光
、彩光美容療程，認為可與醫學界公平競
爭。

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國際斯佳美容
協會、香港美容業總會等七個美容團體，
昨出席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後召開美容
業界大聯盟記者會，再批評醫學界欺凌美
容業。國際專業美容師協會執行顧問蔡曾
玉玲指，DR事故發生後，大眾未有譴責醫
生，批評 「有事就業界有事，錢就他們（醫
生）賺！」

生意急跌 恐行業沒落
她續說，受事故影響，現時美容業界

生意額已有三、四成跌幅，擔心政府一旦

立法，行業生計會大受影響。美容
業界大聯盟發言人蔡浩生也謂，

若政府參照新加坡對美容業界
的規管， 「大部分美容院將會
倒閉，並變成按摩院，不能提
供現有服務。」大聯盟又指，
現時約有逾5,000間美容院，料

每間每月生意額達十多萬元，保
守估計每年有數以百億元生意額，

美容業估計是全球第二大市場，擔心美
容業受過分規管時，地位將受影響。

現時全港約有十萬名美容業從業員，
蔡曾玉玲表示，過去 20 年，全部美容院從
業員都已通過資歷認可，即最少獲資歷架
構能力標準說明第三級以上，現時每間美
容院亦有獲第三級或以上認可的美容師，
可分別進行彩光及激光療程，認為美容師
亦有國際認可的資歷。化妝品同業協會監
事長潘佩芬（見圓圖）說，雖然業界已有
代表加入督導委員會轄下的工作小組，但
認為小組沒有權力，提出意見不易被接納
，希望爭取加入督導委員會。大聯盟表示
，會約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反映訴
求，否則不排除發起遊行抗議。

美容業大聯盟爭入督委會

【本報訊】漁農自然護理署位於上水的動物管理中心爆
發鸚鵡熱，五名早前發病的員工，當中三人確診，另再發現
八名員工出現上呼吸道病徵。上水動物管理中心已暫停開放
，並加強清洗消毒。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強調，鸚鵡熱
不會人傳人，目前情況是受到控制；有專家也指，人傳人機
會很微。

漁護署表示，管理中心上月接收了十六隻斑點亞馬遜鸚
鵡，其中三隻死亡，當局要人道毀滅另外十隻。中心五名職
員其後出現不同的呼吸道感染病徵，包括咳嗽、發冷、喉嚨
痛等，目前仍有四人留醫。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已確認其中
三名病人對鸚鵡熱衣原體呈陽性反應。

另外，衛生防護中心接觸 59 名在上水動物管理中心工
作的漁護署員工，得知當中八人現時有上呼吸道感染徵狀。
衛生防護中心正與醫院管理局安排為這八人提供醫學評估和
化驗調查，以排除他們是感染鸚鵡熱。

衛生防護中心及漁護署正調查是否爆發鸚鵡熱，港大感
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其他雀鳥如白鴿、麻雀、鴨
等也可受鸚鵡熱細菌感染。

漁護署三員工確診鸚鵡熱

▶廣東省委統戰部部長林雄倡議南沙建設
成為粵港澳行業組織、商會合作的現行先
試示範區 黃裕勇攝

▲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昨召開特別會議，多個團體就規管私營醫療機構及醫療美容發表意見 林良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