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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根廷被禁錮兩港女安全
【本報訊】兩少女報稱在阿根廷遭禁錮事件有新發展，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晚證實她們目前安全，當地警方正調查
事件始末。

黎棟國表示，2名少女已與中國駐阿根廷大使館取得聯
繫，目前她們安全，大使館正跟進事件；由於她們曾報稱被
人禁錮，當地警方需與2人會面調查事件始末。另外，警方
派出的3名督察級人員，在抵達阿根廷後會作進一步了解，
暫時未確定2少女何時返港。

兩名姓陳及姓歐少女（皆17歲），報稱本月中與另一名
男子到阿根廷旅遊期間，曾透過 「微信」向家人求助，聲稱
打爛他人花瓶被索償各10萬美元，並且遭到禁錮。

【本報訊】DR醫學美容事件引起全城關注，政府隨即
成立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轄下設4個工作小
組跟進事件。香港美容美髮職工會作為 「區分醫療美容工作
小組」成員，但批評小組討論模式偏頗，計劃退出。工會並
建議政府以發牌方式規管美容從業員，而非 「一刀切」禁止
非註冊醫生進行所有醫學美容療程。

香港美容美髮職工會總幹事蔡麗霞表示，工會一直有派
員參加小組會議及提供意見，但工會發現工作小組的成員大
部分為醫生，實際懂得美容儀器知識的人只佔少數，討論模
式亦有偏頗，懷疑當局已有既定立場，故計劃退出工作小組。

蔡麗霞表示，大部分入侵性醫學美容療程，包括皮下注
射、靜脈勾取術等，由於高風險及並不常見，因此認同此等
療程應禁止由非註冊醫生進行，但部分低風險的非入侵性的
美容療程，包括激光、彩光、水晶或鑽石磨皮等，已在香港
美容業實行多年，相信現有的美容從業員已有足夠的知識進
行有關療程，不應 「一刀切」禁止非註冊醫生進行所有醫學
美容。

蔡麗霞續稱，以往曾發生的美容療程意外，包括 「毒針
事件」都不是由美容師操作，意外發生的原因亦非因美容從
業員欠缺醫學知識，而是相關人士沒有按照生產商的指引操
作儀器。工會建議，政府可主辦相關課程讓美容從業員報讀
，並採用發牌制度規定美容從業員考取專業資格，既可提高
消費者信心，亦可保障美容從業員生計。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留意到委員會出現紛爭
，他強調任何個別代表都有發表言論的自由，但政府的態度
是不會因個人的意見，或以誰人聲音較大而作出結論，強調
政府唯一立場是保障市民健康和安全，希望委員討論時可求
同存異，繼續以開放的態度去討論。

車牌「75」 高價380萬成交
【本報訊】記者李兆德報道：運輸署昨日舉行新春車牌

拍賣，共推出45個車牌號碼，當中近半有 「好意頭」的 「8
」、 「6」及 「3」數字，總成交價超過2千萬，其中無字頭
「75」以全日最高價380萬元成交，有車牌公司負責人表示

，成交價合理，屬預期之內。
45個車牌號碼包括43個傳統車牌及2個自訂車牌，其中

以業界形容為 「有霸氣」的無字頭 「75」及 「85」最受注目
。其他具 「好意頭」的數字組合，如 「268」及 「686」；屬
「富豪級」的 「1888」、 「9988」等，吸引過百名市民到場

競投。新春車牌拍賣總成交價超過2千萬元，當中6個車牌的
個別成交價均過百萬，但最終仍有8個車牌因無人出價而被
收回。

無字頭車牌 「75」以380萬元成交，但仍與運輸署歷年
車牌最高成交紀錄相差甚遠。據資料顯示，08年2月，本港
電子大王張程光以1650萬元投得諧音 「實發」的無字頭 「
18」號車牌，高出底價兩倍，打破本港開埠以來車牌拍賣
紀錄。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本港奶粉供應仍然
短缺，有商戶自行在原產地入貨。一奶粉代理商發律
師信給部分商戶，指他們自行由荷蘭進口水貨奶粉是
侵權，要求停售。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回應指，
只要奶粉是經合法途徑進口，便沒問題，但需留意奶
粉的營養標籤是否符合本地法例規定。至於供應商及
代理商的糾紛，屬於法律問題，他們應自行解決。

高永文：合法就沒問題
奶粉品牌美素佳兒代理商發律師信給部分商戶，

指他們自行由荷蘭進口水貨奶粉是侵權，要求停售。
代理商表示，任何人在香港及澳門出售荷蘭版水貨奶

粉，即屬侵權行為，況且奶粉本身並非用作供應香港
，因此營養標籤不符合香港法例的要求。代理商拒絕
透露水貨奶粉和供港奶粉的配方有什麼不同，也不肯
透露發出了多少封律師信。

高永文回應指，只要奶粉是經合法途徑進口，便
沒有任何問題。至於供應商及代理商的糾紛，屬於法
律問題，他們應自行解決。但也要留意水貨奶粉是否
符合本港法例規定的產品營養標籤。高永文又說，只
要奶粉一經入口，便受到香港出口限制，為保障本地
奶粉供應不會受到水貨客活動影響，規定每人只能攜
帶1.8公斤離境。若發現有人非法走私奶粉，海關等
執法部門會加以打擊。

【本報訊】政府就奶粉及嬰幼兒食品銷售及品質
守則的諮詢月底結束，有調查發現，近九成母親對奶
粉廣告存疑，認為需要監管廣告內容，逾八成母親認
同母乳的營養成份較嬰兒奶粉好，但不足兩成人能餵
哺母乳達半年或以上，普遍認為餵母乳的地方不足夠。

香港醫療專業聯盟及新論壇在去年11月至12月訪
問了473名媽媽。調查發現，81.4%受訪母親認為母乳
較嬰兒奶粉營養成分為佳，而且對奶粉廣告聲稱改善
腸胃、提升智慧等功效存疑，有67.5%的母親表示 「
半信半疑」，更有20.7%明確表示 「不相信」。

雖然母親了解母乳的好處，但調查發現，只有19%
的受訪者能餵母乳達半年或以上，不餵母乳或不繼續
餵的理由包括身體問題、餵母乳太麻煩及不方便等。

香港醫療專業聯盟主席龐愛蘭表示，認同母乳卻
不餵母乳的矛盾，可從母親對哺乳環境的不滿探知一
二，因調查的數據顯示73.8%的母親認為目前公眾餵
母乳的地方不足夠，68.7%認為政府在推廣母乳餵哺
方面不足夠。她希望政府除了監管嬰幼兒配方奶產品
及食品外，也加強對餵哺母乳的支援，例如增設愛嬰醫
院及立法規定私人商場及公共設施內必須有育嬰間。

【本報記者方俊明珠海二十四日電
】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為今年春節
「黃金周」後的首個周末，加上適逢中

國傳統的元宵佳節，珠港澳各口岸迎來
新一輪的出入境客流高峰，預計兩天內
將有超過六十萬人次的中外旅客過關 「
鬧元宵」，當中內地客比例佔到逾六成
，拱北口岸通關壓力堪比春節。

據珠海邊檢總站統計，蛇年春節以
來，每天的出入境客流始終維持在高位
。即使在春節長假後的二月十六日（大
年初七）到二十二日，亦超過一百八十
萬人次從拱北、橫琴、灣仔等口岸過關
，日均約二十六萬人次，其中內地居民
有近百萬人次，佔過關旅客總量的六
成左右，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約一成
半。

珠海邊檢總站負責人分析說，通關
客流中的內地居民數量較港澳居民要多
，一方面顯示口岸出入境客流成分發生
變化，內地居民超過港澳居民已成為常
態；另一方面凸顯了口岸客流疏導壓力
增大，因內地居民出入境，大多無法使
用自助查驗通道（務工、探親等除外）
，而人工驗放一名內地居民的時間，通
常是驗放一名港澳居民的三倍左右。為
疏導巨大客流，拱北、橫琴等邊檢部門
要通過設置蛇形候檢通道 「截流」、開
足全部通道全力驗放、增派警力加開
臨時通道等措施，以確保口岸有序暢
通。

【本報訊】黃大仙上一名三月大男嬰，疑睡覺時棉被
蓋面部，昨晨被發現窒息昏迷床上，由父親報警送院，留
醫伊利沙伯醫院兒童深切病房，延至晚上7時半左右證實死
亡。警員在屋內發現少量冰毒、白瓜子等毒品，以涉嫌虐兒
及藏毒罪拘捕父親，祖母亦受牽連涉及藏毒一併被捕。

昏迷送院三個月大男嬰姓黃，目前留醫伊利沙伯醫院兒
童深切病房。被捕父親36歲、祖母姓林（66歲），住在黃大
仙上啟善樓一單位。警方正了解男嬰昏迷原因，包括在嬰
兒出事時，是否有人曾吸毒處於迷幻狀態。有街坊稱，該單
位三代同堂，住了祖父母、父親和男嬰等人，屋內經常傳出
吵架聲。

消息稱，昨清晨時分，祖母曾為男嬰餵奶，之後放回床
睡覺。至八時許父親睡醒，發現兒子遭棉被蓋眼鼻昏迷，
遂報警送院救治，留醫伊利沙伯醫院兒童深切病房，延至晚
上7時半左右證實死亡。警員在屋內檢獲少量冰毒、白瓜子
及兩個冰壺等物，懷疑案涉虐兒，其後在醫院拘捕男嬰父親
；另外也拘捕祖母，兩母子同涉藏毒、藏有第一類毒藥、藏
有吸毒工具等罪。

第12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將於下月初出席全國兩會，民建聯現時
分別有八名全國人大代表和25名全國政協委員。該黨全國人代葉國謙、陳勇
，全國政協譚耀宗、彭長緯昨一同公布該黨20項關注議題，稍後將於兩會期
間提出。

研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
在跨境民生事項上，民建聯提出加強打擊水貨走私，建議內地海關和出入境

部門增加人手，在口岸加強抽查和執法，如查處到內地居民參與水貨走私活動，
可取消其個人遊簽註至一定年期。在跨境學童的問題上，該黨建議讓香港團體聘
用香港校長和教師到內地辦學，對象為有港人身份的學生，而學校亦可得到港府
資助。

至於食物安全方面，他們建議制定內地供港活豬和活牛的保證數量，必要時
透過行政手段落實，並希望內地可開放供應市場，以及協助香港禽畜業到內地發
展，然後直接把豬牛供港，以穩定供港豬牛價格。該黨亦促請內地政府加強食品
安全，包括提高生乳收購的衛生標準，確保奶源品質和安全。

民建聯亦提出多項有關經濟發展的建議，包括加強兩地金融合作，容許港資
銀行前海設支行，發放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讓兩地銀行進行人民幣同業拆借，
同時研究讓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發展香港人民幣債券市場。在工業發展方面，
他們提出協助香港企業在內地發展，設長期產品展銷中心，並在內地主要城市設
「港澳企業內銷保稅區」，當港澳企業的貨物進入區域後，可在客戶付款後才繳

稅。民建聯亦建議加強兩地的專利制度合作，在CEPA框架下建立兩地專利審批
互認制度。

在內地長期設產品展銷
在社會福利方面，他們建議中央政府完善基本養老保險權益跨區轉移的安排

，即跨地區轉工後的養老問題，希望由全國統籌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並建立可持
續發展的老年醫療保障體制，令安老服務能多元化，同時由政府監督長者醫療的
分配和醫療費用收取的情況。針對在內地長居的港人，民建聯希望中央完善港人
在內地參加社保問題的規定，確立港人在內地參加社保的安排，例如參考內地居
民或外國人參加社保的安排。

18大提出肅貪倡廉，民建聯建議內地確保財產申報制度，以及限制政府人員
收受和索取利益，即不能在公務上或以公務身份收受利益。該黨又指出，兩地法
院就離婚判決的互認問題欠清晰指引，現時仍停留在學術上的討論，建議先就管
轄權定立準則，逐步推動兩地有關離婚判決的相互承認與執行。

【本報訊】記者余育奇報道：葵
涌醫院一名抑鬱症女病人懷疑因為人
為疏忽，在病房內刀割床單自縊身亡
。死者家屬向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求助
，要求院方交代事件，不過院方暫對
事件不作評論。

死者女兒譚小姐昨日在立法會議
員麥美娟陪同下向傳媒透露事件。其
母親陳觀嬌50多歲，退休後患上抑鬱
症，於去年8月入住葵涌醫院禁閉式
M6病房，後來院方認為病人病情轉趨
穩定，隨即調往較自由的M4開放式病
房。12月21日，護士帶領M4病房病人
前往大廳吃早餐，懷疑有人疏忽，未
點清人數，反鎖病人於病房內，陳氏
疑以預先藏好的摺刀割破床單，利用
床單自縊身亡。

她憶述，母親自縊後，院方並無
主動聯絡家屬，直至警方向她了解狀
況，她才首次得知詳情。上月28日，
譚小姐在麥美娟陪同下主動約見院方

，但院方代表自稱非死者主治醫生，
不清楚死者詳情，他只照院方報告按
字宣讀。院方表示，醫護人員曾以目
測方式點算病房內病人人數，當時並
未發現有人在內，才將房門鎖上。據
表示，病房可容納50名病人，死者病
床位於病房最深處，當時除死者外，另
有一名病人報稱身體不適，不願吃早
餐而一度留在病房，醫護人員發現此
名病人後帶走，卻忽略死者仍然在內。

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指斥院方的目
測方法 「兒戲」，她質詢所謂目測是
否 「站在房門外求其望兩望」時，院
方並無正面回應。譚小姐批評醫院態
度敷衍，她說由母親入院至今，從未
見過其主治醫生，要得知母親病況亦
十分困難，需預先寫下紙條，再等待
醫生回覆，每次需時3至5天。

葵涌醫院昨日發放新聞稿，指已
交轉介死因裁判官跟進，不會作任何
評論。

自縊病人家屬求助

▲葵涌醫院涉管理失誤，有病人自縊，死者家屬譚小姐（左）向立法會議員
麥美捐（右）求助

包括關注水貨跨境學童食品供應等
全國兩會將於下月初舉行，民建聯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

政協委員昨舉行記者會，發表兩會期間該黨關注的議題，當中包
括港人關注的走私水貨和跨境學童問題，並會提出以行政手段穩
定供港活豬、牛的數量。該黨亦就經濟發展作多項建議，例如研
究讓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在內地設長期產品展銷中心，以及在
CEPA框架下建立兩地專利審批互認制度。

本報記者 陳錦輝

民建聯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兩會期間關注議題

※跨境民生事項

※食物安全及環保

※經濟發展

※社會福利

※政府行政

※其他事項

加強打擊水貨走私，於一定年期取消內地走私客的個人遊簽註

容許香港團體以香港老師到內地辦學，解決跨境學童問題

加強食品安全，包括提高生乳收購的衛生標準，重建消費者信心

制定內地供港活豬、活牛數量，並開放內地供港市場，以穩定供港豬牛價格

改善空氣質素，制定區域性減排目標，作為地區政府政績指標

吸引海外和港澳台人才，放寬工作簽證限制

協助香港企業在內地發展，設長期產品展銷中心

加強香港與內地的專利制度合作，建立兩地專利審批互認制度

加強兩地金融合作，包括容許港資銀行在前海設支行，發放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

協助香港漁業轉型發展，容許香港漁民加入流動漁民戶籍

完善基本養老保險權益跨區轉移的安排，由全國統籌基本養老保險基金

把地區政府落實醫療政策的程度列為考核項目，並增加醫藥費定價過程的透明度

進一步完善內地老年醫療保障制度，建立可持續發展的老年醫療保障體制

完善港人在內地參加社保問題的規定，確立港人在內地參加社保的安排

維護公正廉潔，禁止公職人員以公職身份或在公務上收受利益

關注內地公路施工質量，整治車輛超重問題，加重罰則

推動內地與香港有關離婚判決的相互承認與執行

加大商業廣告監管力度，檢視和修訂相關法例，整治虛假違法廣告市場

嚴格監管內地商品房售後返租行為，嚴懲發展商違規銷售

解決香港醫生北上開業的困難，修訂審批程序

八成港媽認同母乳餵哺
惟嘆公私地方設施不足

代理商控商戶自行進口奶粉

40
萬
人
經
珠
海
港
澳
鬧
元
宵

美容職工會倡監管從業員

三月大男嬰窒息死亡
藏毒父親涉虐兒被捕

▲

以380萬
投得無字母
車 牌 「75」
的梁先生表
示，成交價
為預算之內
本報記者
李兆德攝

▲民建聯舉行兩會關注議題記者會，左起：陳勇、葉國謙、譚耀宗、彭長緯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警員在屋內檢獲少量冰毒、白瓜子及兩個冰壺等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