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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
道：便秘、便血及肛門疼痛
，都市人往往以為是痔瘡作
祟，惟醫生指其實可能患上
更嚴重的肛裂，中年男性更
是高危一族。為去除病人 「
後顧之憂」，本港醫學界近年
引進 「前進皮瓣」手術醫治肛裂，免
去傳統藥物及外科療法帶來失禁或復
發等後遺症。

香港港安醫院外科專科醫生關添
樂（圓圖）表示，肛裂是指肛門內近
中線部位出現裂口，雖與痔瘡同樣有
便血及肛痛徵狀，但痛楚歷時較長，
患者承受如刀撕裂痛楚，大便後往往
劇痛一整日。肛裂與痔瘡同為常見腸
道疾病，但前者事實上並不罕見，

10%往肛腸科專科求診者出
現肛裂，粗略估計每十個
病人就有一個，但前者公
眾認知遠遜後者。兩者徵
狀難以肉眼區分，治療方

法亦大相逕庭，需要醫生以
指診或肛門鏡檢查診斷。

醫學界十年前引入最新的前進
皮瓣手術，把括約肌內不健康組織剪
走，以鄰近組織縫合傷口，80%病人
接受該手術後完全復原，沒有後遺症
。手術沒有涉及專業儀器，費用約1萬
元，與普通手術相若。

關添樂稱，肛裂成因多於大便習
慣不良、生活壓力大及飲食作息不定
時有關，導致肛門血液供應不良，肌
肉過分繃緊而裂開。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立法會
昨日就制定 「限奶令」舉行聽證會，食物
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在會上強調， 「限
奶令」並無違反世界貿易組織協議，與《
基本法》並無抵觸。對於奶粉商、零售業
界與議員希望政府設立 「日落條款」，陳
肇始回應表示，奶粉供應問題不能單以個
別因素界定，不宜設立條款。

多個奶粉商及零售商團體，昨日在立
法會一個討論修訂《進出口條例》以規限
帶奶粉出境的委員會上，稱政府貿然推出
措施，損害香港自由經濟。由六大奶粉商
組成的香港嬰幼兒營養聯會的主席鍾志偉
稱， 「奶粉荒」只是假象，奶粉供應是商
業問題，毋須修例解決，又稱條例違反世
貿協議。香港供應商協會主席鄧偉然則形
容 「限奶令過辣」，損害本港自由貿易港
聲譽，建議 「限奶令」應設 「日落條款」
，否則難以預算未來奶粉生產量。

無抵觸基本法
陳肇始回應指出，政府今次是 「特事

特辦」，事前已諮詢業界意見，認為香港
奶粉短缺是客觀事實，當局會不時向委員
會交代措施執行進展，但由於奶粉供應是
否充足，不能單純以個別因素界定，因此
不宜設立 「日落條款」。

就議員質疑條例違反《基本法》第
115條，律政司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梅
基發表示，根據《基本法》第115條規定
，特區政府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保障貨物
、無形財產和資本的流動自由。修例並無
違反條文，因其本身是政策性條文，而非
賦予權利的條文，所以不可與其他關於保
障人權條文比較。

沒違世貿協議
對於有議員質疑當局閉門造車，沒有

就修訂《進出口條例》諮詢貿易署意見，
並說條例與世貿協議有抵觸，食衛局副秘
書長陳鈞儀稱，釐定措施時有跨部門合作
，而根據世界貿易組織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各成員除了關稅、稅項或其他收費，不
得就出口任何產品制訂或維持任何禁制。

【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一顆名
為「泛星」的彗星正現身於香港夜空，這
是本港自1997年後，首次迎來肉眼可見
的彗星。有學者稱，龍鼓灘、西九龍長
廊、機場跑道尾等接近西方地平線的位
置，是最佳觀星點，但由於天空有煙霞
籠罩，建議市民攜雙筒望遠鏡輔助觀測
，又稱彗星有明顯的尾巴，容易辨認。

香港太空館館長陳己雄昨日表示，
每年香港皆有不少彗星造訪，但只有少
數如是次一樣為肉眼可見，因此是難得
一見的天文現象。香港上次可見較壯觀
的彗星，應是1997年的 「海爾．博普」
彗星。香港大學理學院科學導師張師良
稱，彗星俗稱 「掃把星」，屬於 「天外
來客」，因不斷接近太陽而發出亮光，
其亮度可維持一段時間。彗星通常難以

用肉眼觀測，但由於今次 「泛星」的軌
道是由下而上，所以本港市民有機會直
接以肉眼觀測，本周是觀測 「泛星」的
最佳時機， 「這幾天最光，肉眼比較容
易見到」，下周開始光亮將逐漸轉黯。

不過，近日空氣污染嚴重，煙霞籠
罩，張師良建議市民攜帶雙筒望遠鏡輔
助觀測，亦可用單鏡反光鏡拍攝 「泛星
」照片。彗星在日落後距地平線僅約10
度，可以觀測的時間不足半小時，他建
議市民到龍鼓灘、西九龍長廊、機場跑
道尾等接近西方地平線，並且沒有遮擋
的位置觀星，他稱彗星有條好似 「掃把
」的尾巴，十分容易辨認。市民亦可於
四月初在日出前約半小時向東北方低空
觀測，但屆時亮度或已下降至五等，需
要使用雙筒望遠鏡輔助觀測。

彗星現港上空 肉眼可觀

新冠狀病毒沙特再殺一人
港開跨部門會議嚴防疫症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沙特阿拉伯再有一
宗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而死亡個案，令累積死亡個案
增至9宗。沙特衛生部的初步調查顯示，該男子並沒有
接觸過早前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人，其他潛在感染
途徑正在調查中。本港衛生署昨日表示，會繼續監察
新型冠狀病毒的懷疑個案，而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召開
第二次跨部門會議，簡介新型冠狀病毒的最新發展及
為所需採取的相關措施做好準備。

死亡個案累積至9宗
衛生署昨日公布，世界衛生組織收到沙特衛生部

呈報的一宗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新增死亡個案，使全
球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致嚴重呼吸系統病的個案增
至15宗，包括9宗死亡個案，其中8宗來自沙特，包括6

宗死亡個案。該名39歲男子於2月24日起出現病徵，2
月28日入院，其後於3月2日死亡。沙特衛生部表示，
該男子並沒有接觸過早前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人，
其他潛在感染途徑則仍在調查中。

衛生署發言人稱，因應最新發展，衛生防護中心
將向世衛及相關衛生部門跟進這宗個案的更多資料，
並繼續與世衛及其他海外衛生部門緊密合作，以監察
新型冠狀病毒的最新發展。衛生防護中心會繼續透過
與本港各公私營醫院、執業醫生和機場所設立的監測
機制，監察任何新型冠狀病毒致嚴重呼吸系統病的懷
疑個案。政府就新型冠狀病毒致嚴重呼吸系統病個案
的公布，會盡量做到資訊透明。又建議旅客如從受新
型冠狀病毒影響的國家來港，並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
，應佩戴口罩及求醫，並向醫生報告其旅遊紀錄。

為加強政府各部門在抗疫方面的合作，衛生防護
中心總監梁挺雄昨日主持第二次跨部門會議，向各部
門簡介新型冠狀病毒的最新情況，包括世界衛生組織
就新型冠狀病毒致嚴重呼吸系統病提供的最新相關資
料、政府 「流感大流行應變計劃2012」，以及本港過
往為防範沙士所制定的 「抗炎措施綱目」，建議各政
府部門為所需採取的相關措施作好準備。出席會議的
部門包括教育局、漁農自然護理署、屋宇署、食物環
境衛生署、消防處、政府物流服務署、民政事務總署
、警務處、香港郵政、入境事務處、政府新聞處、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勞工處、社會福利署、旅遊事務署
、運輸署、房屋委員會、醫療輔助隊、民眾安全服務
隊、醫院管理局以及衛生署。

長期便痛或患肛裂

【本報訊】記者黃昱報道：香港大學將會
成為港怡醫院的臨床合作夥伴，令人關注會否
影響港大醫學院資源分配，港大則表示，醫學
院將運用因為港怡醫院而獲得的額外資源，從
私營醫療市場 「挖角」或招聘醫院管理局退休
醫生，所以絕對不會攤薄瑪麗醫院及港大醫學
院的資源，也不會與公營醫院爭奪人手，醫學
院更可藉此機會提升醫療及科研發展的水平。

港大將負責港怡醫院的臨床管理、專業水

平監督、人才聘用及醫護人員培訓，對於有人
質疑，港大未必有足夠資源兼顧現有的瑪麗醫
院和未來的港怡醫院，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李
心平昨日會見傳媒時表示，港大參與港怡醫院
的合作，將會獲得一筆額外的資源，他們會運
用額外資源，在私營市場聘請醫生及護士，也
會聘用從醫院管理局退休的醫生，確保醫學院
與瑪麗醫院的資源不受影響，亦不會與公營醫
院爭奪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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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港怡醫院
位 置 黃竹坑（香港南風徑）
籌辦機構 百匯班台有限公司、新創建集團、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總投資額 約$50億（包括地價$16.88億），百匯班台與新創建各承擔60%及40%
總地盤面積 2.75萬平方米
總樓面面積 4.675萬平方米

港大指有助科研發展

．提供500張病床的綜合醫院，每間病房有1至4張病床
．提供15個專科包括內科、外科、骨科及創傷外科、婦科、神經外科、心胸肺外科、心臟科、血液科、

腫瘤科、兒科、深切治療部、急症室、眼科、中醫、精神科
．每年70%住院病床日數為本港居民提供服務
．每年51%住院病床日數必須透過標準病床及套餐服務收費形式，提供予本港居民。院方必須向公眾提

供全面的收費資料
．門診及日間護理部、手術室、心血管實驗室、復康設施、藥房、放射治療室、輔助醫療服務、實驗室

醫院設施

黃竹坑私家醫院地皮位於香港南風徑，鄰近黃竹坑
醫院，食物及衛生局去年4月招標，7月截標時接獲3份
標書。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宣布，由GHK
Hospital Limited以16.88億元地價投得，雙方已於昨日
簽署買賣土地契約和服務契約。

70%病床港人優先
GHK Hospital Limited由新加坡的百匯班台有限

公司及香港的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合作組成，港大醫學
院是夥伴機構。港怡醫院將設有500個床位，提供包括
急症、中醫在內的15個專科。50億元總投資額中，百匯
班台集團負擔60%，新創建集團負擔40%。

百匯班台集團總裁兼董事經理陳詩龍昨日表示，港
怡醫院的70%住院病床日後將預留給本地病人，他希望
將港怡打造為一流的醫院，為港人提供最佳的服務。當
被問到可否承諾收費與本地私家醫院持平或不超出太多
，來自新加坡的陳詩龍用香港粵語流行曲 「世事如棋」
，形容未來的事情誰也沒法預測，自己暫時也不能對未
來醫院收費作出任何預測和承諾。

收費參考養和仁安
陳詩龍又表示，有參考過如養和及仁安等本地私家

醫院的收費，但強調醫院主要服務對象是港人，超過
50%的服務會以套餐式收費，最終的定價一定是市民能
夠負擔和接受的。至於醫院帳目監督方面，陳詩龍稱，
醫院會盡量做到透明；至於是否有新的機制或制度去確
保，他就沒有透露，只表示政府也可以對醫院進行監督。

高永文說，中標公司完全符合政府開出的招標條件
，包括設立多個專科、半數病床提供套餐收費等，而且
部分條件較政府要求的做得更好，例如該院計劃提供不
多於5%的婦科服務，遠低於政府要求的不多於20%婦科
服務的條件等。

今次新登陸香港私家醫院市場的百匯班台集團，號
稱是亞洲最大型私家醫療集團之一，旗下擁有17家醫院
，在醫院營運方面有豐富經驗。百匯班台集團將負責港
怡醫院未來日常營運工作，新創建集團旗下子公司曾經
多次參與醫院的興建工作，包括設計及興建將軍澳醫院
，以及翻新及擴建養和醫院、浸會醫院及聖德肋撒醫院
。香港大學在項目中沒有投資，但會負責港怡醫院的臨
床管理、專業水平監督、人才聘用及醫護人員的培訓。

外資投資成新趨勢
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院長阮博文表示，港怡醫

院由上市公司、海外資金及本地學術機構營運，以一種
新的形式出現。從連鎖醫務中心到興建私家醫院，外資
投資醫療近年成為本港醫療產業發展的新趨勢。

黃竹坑新私院2016服務
政府為推動醫療產業而撥出的私家醫院

地皮，首兩幅招標昨日揭盅，黃竹坑地皮由
新加坡 「過江龍」 與本地新創建集團合組的
GHK財團，夥拍港大醫學院，以近17億元地
價奪得，大埔地皮則因唯一入標者不符資格
而流標。GHK隨即宣布醫院命名為港怡醫院
，總投資額50億元，是有500張病床的綜合
醫院，預計2016年底投入服務，70%服務優
先預留給香港居民。牽頭的新加坡百匯班台
集團表示，醫院收費參考養和醫院及仁安醫
院的價格，但強調市民一定能負擔和接受。

本報記者 黃 昱 曾敏捷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大埔私
家醫院地皮因唯一入標者不符資格而流標
，連同另外兩幅位於將軍澳、大嶼山預留
作私院發展地皮的發展，政府要全面評估
私院市場情況與需求再作決定。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高永文沒有正面回應流標的大埔
用地會否轉撥作房屋發展。

大埔私家醫院地皮在大埔全安路，即
大埔那打素醫院北面，佔地約5.5公頃，
是政府4幅預留作私院發展地皮中最大的
一幅，與黃竹坑地皮一樣，在去年公開招
標，但只接獲1份標書。高永文昨日稱，
由於標書不符招標基本要求，在無其他投
標者的情況下，當局決定取消招標。他否
認流標是由於招標條件苛刻，強調與地價
無關。

對於大埔用地會否改作住宅用途，或
交由中文大學發展私家醫院，高永文沒正
面回應會否更改土地用途，但稱中大已正
式提出有意興建私家醫院的意向，但未提
交詳細發展建議書，未知是否在政府已批
出土地發展有關項目。政府會檢視這次招
標結果，考慮私家醫院擴展計劃、本港私
家醫院市場的整體需求，以及將來推行自
願醫療保險計劃對私營醫療市場的影響等
，再決定大埔及另外兩幅位於將軍澳及大
嶼山私家醫院用地日後的發展安排。

中大去年已表明不投標私院土地，發
言人昨日表示，繼續按計劃在校內籌建私
營醫院，為病人提供以人為本的優質醫護
服務。

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院長阮博文
認為，隨人口增長與老化，私營醫療有
發展市場，雖然現時住屋需求緊張，但政
府需要平衡發展，不適宜將預留的私院用
地全部改作住宅用途。

曾考慮競投私家醫院地皮的亞洲金融
集團總裁陳智思稱，最終沒入標，因為要
達到標書要求有困難。他認為大埔地皮最
適合是與中大醫學院合作，但若中大無興

趣，政府應考慮作其他用途。
至於是否改作興建房

屋，就要視乎附近
配套是否合適。

大
埔
地
皮
流
標
用
途
未
定

▲ 高永文表示，
中標公司完全符
合政府開出的招
標條件

本報記者
林少權攝

▲黃竹坑私院地皮由GHK財團夥拍港大醫學院，以近17億元地價奪得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