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首個港人門診吳瑋診所因涉及在婦科、口腔科無註冊執業
醫師，經營狀況較差，幾乎處於停業狀況等問題，被深圳衛生監督
局近日勒令整改。如果3月31日前整改不能達標，將被註銷。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二十六日電】

深首家港人診所面臨關閉
股東意見不合 經營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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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啟事
本律師行應林樹哲先生的指示，就許明棋先生對林樹哲先生

於民事商業訴訟案件編號HCCL 8/2013一案，有關偽造文書或假

冒許明棋先生簽名之指控作出回應並澄清如下：

1. 所有有關偽造文書或假冒許明棋先生簽名之指控，全屬砌

詞虛構。

2. 林先生已委託本律師行依照法律程序作出嚴正抗辯，並將

提出充分有力的證據證明許明棋先生的指控並非事實。

3. 許明棋先生的指控非常嚴重，對林樹哲先生個人及有關被

告人等構成傷害，林先生保留一切權利，包括向許明棋先

生及相關人等提出申索因是次失實及誹謗言論而引起的損

失。

許享明律師事務所

謹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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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期六合彩攪出號碼

頭獎：無人中
二獎：1注中，每注派1,884,760元
三獎：85注中，每注派59,120元
多寶獎金：15,118,3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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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警槍走火未擊中人
【本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葵涌警署昨日發生警槍走

火意外。一名警員在上彈區為佩槍上彈時，突然鳴槍走火，
幸流彈未擊中人，事件一場虛驚。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包
括是否涉及違規操作。

涉事男警員40歲，駐守葵涌警署。昨日下午1時許，他
在警署槍房附近的上膛及退膛區，如常為佩槍上彈準備出更
，其間佩槍突然走火發出一響，幸沒有人受傷。上峰接報事
件，立即封鎖現場，向在場警員了解情況。

警方目前列作意外走火案，由葵涌分區人員跟進調查；
強調警務人員使用槍械有嚴格指引，如證實有人違規，必會
嚴肅處理。消息稱，軍裝警務人員出更前，在槍房領取佩槍
後，會在 「上彈區」上彈，其間有一名警長級人員監察，並
提醒警員要按程序進行；警員在上彈時，按規定需槍嘴打斜
對牆壁，萬一走火也可避免流彈射傷自己及旁人。另外，
上彈區牆壁加裝了特製木板，令射出子彈更大機會嵌入木板
內。

但警槍走火事件不時發生，去年7月19日，九龍城警署
有一名 「新紮師姐」同在上彈區佩槍走火，幸沒有人受傷。

將軍澳跳樓少年家屬路祭
【本報訊】將軍澳尚德墮樓身亡少年的家屬，昨日偕

同親友在四樓平台路祭，其母情緒仍然未平復，不時抹拭眼
淚，要親友在旁安慰。死者所讀的中學，校方已安排社工及
心理學家輔導師生。

昨日下午2時左右，墮樓姓郭少年的父母及胞姊，在親
友陪同下一行八人，到達四樓平台墮樓現場路祭，之後黯然
離去。至於少年就讀的佛教正覺中學，姓黃女副校長表示，
事主學業成績中等，曾參與帶長者出街的義工活動，校方已
通知其他學生家長，需留意其子女有否受今次事件影響情緒。

【本報訊】中大醫學院率先採
用三維心臟超聲波技術，以識別高
風險二尖瓣脫垂患者，並首次發現
二尖瓣脫垂患者的二尖瓣環由馬鞍
形變成了扁平結構，有助醫生識別
高風險的二尖瓣脫垂患者，並建議
患者應更注意控制血壓和體重。

二尖瓣是心臟中的瓣膜，由兩
個瓣膜組成。正常運作的二尖瓣可
令血液從左心房流向左心室，但當
其中一個或兩個瓣膜不能在正確的
位置閉合時，就會出現二尖瓣脫垂
，並有機會演變成為二尖瓣返流，
即血液返流到左心房及肺。

中大率先採用三維心臟超聲波
以識別高風險二尖瓣脫垂患者，並
在10至12年間進行病例對照研究，
邀請了112名研究對象，年齡介乎
21至85歲，當中36名是嚴重的二尖
瓣返流病人，32名是患有二尖瓣脫

垂卻沒有或只有輕微二尖瓣返流的
病人，12名因其他原因導致嚴重二
尖瓣返流的病人，餘下32名則是沒
有二尖瓣返流病徵的人士。

建議患者控制血壓
研究以全新的三維角度分析二

尖瓣，結果發現附在二尖瓣上的二
尖瓣環，是一個類似馬鞍形的三維
結構，主要功能是減輕心臟因不斷
搏動而連續施加在二尖瓣上的壓力
。二尖瓣過度磨損會引起瓣膜加速
退化、形狀改變並損壞心瓣的其他
結構。研究團隊首次提出嚴重二尖
瓣脫垂病人的二尖瓣環，是由馬鞍
形變成了扁平結構。

研究結果將有助醫生識別高風
險的二尖瓣脫垂患者。為避免二尖
瓣的過度磨損，中大建議高風險病
人應更注意控制血壓和體重。

今日診所依舊在正常運營狀態，
但幾乎看不到患者。相關工作人員回
應，吳瑋在年前已經出國，該診所也
無法聯繫到他本人。工作人員對經營
狀況不佳的傳聞不置可否，只透露若
有病人還會照常接待，且目前也在向
衛人委提交整改報告，診所是否繼續
運營，要看官方的裁決而定。

個別科目無執業醫師
近期，深圳衛生監督人員對該門

診部進行現場校驗，發現存在婦科、
口腔科無註冊的執業醫師，醫療美容
科（美容外科、美容中醫科、美容皮
膚科、美容牙科）無取得醫療美容主
診醫師資格的從業人員；門診部主要
負責人長時間未在門診部主持醫療工
作，且聯繫不上；經營管理較差，門
診部幾乎處於停業狀態。衛生部門責
令該門診部對存在的問題進行限期整
改，要求在3月31日前達到門診部的基
本標準。

深圳衛人委一位內部人士透露，
吳瑋診所或因為股東意見不和導致經
營資金捉襟見肘而陷入困境。有知情
人向記者透露說，去年3月吳瑋就想放
棄經營，後來診所又新增了懂經營的
新股東，當時他已決定如果診所不能
起死回生就不年審，自動停止營業。

診所行政辦公室黃主任說，去年
10月的一天恰逢診所年審，吳瑋說血
壓高不舒服，第二天便沒有來上班，
從此失去音訊。

作為深圳第一家港人門診，吳瑋
診所在2010年12月16日開業，吳瑋同

時也是廣東省首位在CEPA實施後獲得
內地《醫師資格證書》的香港醫生。
該門診部面積有1500平方米，開設了
中醫科、內科、醫療美容科、外科、
婦科、口腔科、醫學影像和檢驗科8個
科室。起初的設想是在深圳引入港式
醫療服務，吸引深圳高端人群以及在
深港人在此就醫。

黃主任透露，聘請港醫生成本很
高，診所的收費又是深圳價格，經營
一直不佳。還有藥品問題，有些病人
需要的進口藥物，又因管制問題來不
到深圳。診所兩年來在民營醫院和公
立醫院都請過懂經營管理的人才，還
是無力回天。

開業之初，令吳瑋始料不及是，
在香港開門診部，一個星期就能完成
各種手續，他整整耗費了2年時間才在
內地辦完。

按內地規定，醫療機構的選址不
但在方圓一公里之內不允許有第二家
同樣的醫療機構，還要獲附近居民同
意，第一次選址是在一棟商住兩用大
廈，可是大廈裡的住戶不同意，認為
開診所影響了風水，結果只能再找。
第二次雖獲批，但還要廣東省衛生廳
審核，公文來回之間，拿到批文已在
數個月之後。接下來，就是銀行戶口
、報稅、消防、城管、環境監測、污
物處理、醫療垃圾等的證照辦理，還
曾為一份放射線設備申報表格中無關
重要字眼上的更改，來回十餘趟奔波。

選址通過了，租下了人民南路中
國旅行社大廈的二三層1500平方米的
場地，卻遭遇內地工人欠薪問題。原

先說好裝修費65萬，6月交收，4月末
裝修方卻坐地起價要加到175萬。儘管
後來妥協到110萬，但其間又不斷以各
種理由加錢。竟有裝修工人跑到診所
來討薪，稱工頭逃跑，需要吳瑋自己
出面支付工錢。最後沒辦法，由另一
公司接手工程，較原定時間遲了近半
年，開支則超出近200萬。

除了吳瑋診所，深圳目前還有兩

家港醫門診，福田志浩綜合診所和紫
荊齒科，他們均反映在深圳開診所成
本比香港高許多。

黃志浩的診所去年5月在深圳掛牌
營業，黃志浩表示和 「吳瑋門診」的
主治醫師吳瑋是舊相識，而對該診所
即將停業的事有所耳聞， 「聽說深圳
這邊已經下令讓診所3月31日停業，可
能是管理方面出了一些問題。」

【本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籌備
開台的香港電視（HKTV）昨日拍攝節
目發生墮崖意外，包括多名藝人的攝製
隊前往馬鞍山企嶺下老圍一處山澗，為
開台節目《挑戰》進行攀石攝影訓練時
，資深攝影師詹伯雄疑被滾下石頭擊中
面，墮落10米下山澗頭破血流半昏迷，
需直升機送院搶救，傷勢嚴重仍然留醫
。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承諾跟進傷者需
要提供協助。

大難不死的攝影師詹伯雄（54歲）
，是本港資深攝影師，入行數十年，參
與過多套電影攝製工作，包括為港人津
津樂道的《天若有情》、《重案組》等
。他除了頭及面部受傷外，手腳及身體
多處亦告擦傷，幸搶救後已恢復清醒。

詹伯雄昨日跟隨香港電視的攝製隊
一行約15人，到西沙路企嶺下老圍一處
山澗，為新節目拍攝攀石訓練場面，藝
員包括有劉玉翠、艾威（徐威信）、周

俊偉，還有3名攀石教練，到上址進行
戶外攀石節目的攝影實習訓練。

至中午12時許，眾人完成了第一階
段攀石攝製工作，準備往其他位置繼續
拍攝，不料山上有塊面積6乘4吋的石頭
滾下，聞聲慌忙閃避，但詹伯雄閃避不
及，且剛鬆開身上安全扣，還未扣緊另
一處安全位置，遭石塊擊中面部失去平
衡，連人帶攝影機跌落10米下的山澗，
撞至頭破血流半昏迷。3名在場攀石教
練立即游繩而下察看其傷勢，其他同事
則報警求助。大批消防員接報趕到，由
於現場環境崎嶇險要，抬落山有困難，
遂召飛行服務隊派出直升機到場救起傷
者，送返港島東區醫院，經搶救後已清
醒，警方已列作工業意外。詹妻在2名
女親友陪同下趕到醫院，因擔心丈夫傷
勢，雖然他已可與家人對話，仍然神情
憂忡。至於其他攝製隊成員，因拍攝工
作暫停收隊離去。

攝影師拍攀石墮崖穿頭

◀（左起）
顏慕勤、李
沛威及余卓
文展示三維
心臟超聲波
機

中大三維心臟超聲波
識別二尖瓣脫垂患者

▲墮崖攝影師由飛行服務隊人員救上

▲葵涌警署昨日發生警槍走火事件 本報記者區天海攝

▲位於深圳的吳瑋綜合醫療診所

內地客腰纏手機入境遭查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二十六日電】日前，一名內地旅

客通過行李及人身綁藏走私一百一十部手機經文錦渡口岸入
境遭截查。

本月十九日上午八點四十分許，內地旅客葉某乘坐進境
大巴從文錦渡口岸臨時通道入境，在行李過機時圖像顯示異
常並且經過安全門時報警。隨後，經打開行李檢查，發現行
李包裝滿手機。另在對其進行人身檢查也發現腰腹部查獲捆
綁手機數十部。

經海關清點，葉某隨身攜帶的行李包裝有均為目前市面
上熱銷的智能手機一百一十部，包括五十部Galaxy Note2
手機，四十八部HTC Z715E手機等。

據悉，目前文錦渡口岸因旅檢場地全面改造正在封閉，
應香港市民實際需求開通了旅檢臨時通道，每日定時定量驗
放臨時進出境大巴及旅客，這是該口岸封閉後首宗查獲的手
機走私案件。

◀一名內地旅
客綁藏一百一
十部手機遭截
查

本報記者
唐剛強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