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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現病例 兩方專家即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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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余育奇報道：醫管局昨日公布上月
非本地孕婦衝急症室分娩的數字，共30宗，較2月的33
宗少，是零雙非政策實施後首次回落，但仍比1月的22
宗及上年12月的19宗多。

今年初開始實施零雙非政策，但首兩月的非本地孕
婦經急症室入院分娩的數字不跌反升，由上年12月的19
宗上升至1月的22宗和2月的33宗。醫管局公布上月錄得
30宗個案，是實施零雙非政策以來首次下降。上月錄得
的30宗個案當中，19宗屬內地孕婦，另外非內地孕婦佔
8宗，其餘3宗已在私家醫院預約。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為防範
H7N9禽流感來襲，特首梁振英今天將視
察瑪嘉烈醫院的防疫工作，了解公立醫療
系統抗疫的衛生防護準備；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高永文昨天已到達新加坡與亞洲其他
地區的衛生部部長交流H7N9禽流感疫情
；而食環署署長梁卓文昨晚則到深水北
河街街市，視察活雞檔攤的清洗。截至昨
日，衛生防護中心共接獲4宗符合呈報準
則的懷疑人類感染甲型流感H7個案，以
及8宗不符合呈報準則的個案，經快速測
試後，證實對H7病毒均呈陰性反應。

梁卓文了解雞檔清洗
特首梁振英今日到瑪嘉烈醫院的醫

管局傳染病中心及衛生防護中心視察，
了解有關疾病控制及衛生防護的工作。
確保如果有疫情出現的時候，本港有足
夠的人力及資源做好抗疫的工作。梁振
英昨日並呼籲市民要注意做好個人衛生
，和有任何類似禽流感的病徵時，要第
一時間去看醫生。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啟程往
新加坡，參與世界衛生高峰會亞洲論壇。
他在出發前表示，會議的主題是醫療改革
的可持續發展，但因應內地最近爆發
H7N9禽流感病毒，當局準備一份補充資
料文件，將在會上討論H7N9的議題，並
會與其他亞洲地區的衛生部部長交流，包
括現時的最新情況，以及如何加強世界衛
生組織在這事件中的角色。

食環署署長梁卓文昨晚到深水北河
街街市，視察活雞檔攤的清洗。他表示，
鑒於近日內地H7N9禽流感疫情，自上星
期起已加強清洗街市，包括每日清洗三次
，要求雞檔的檔販關門要清洗雞檔外，食
環署會再安排人員清洗雞檔一次，亦要求
街市負責人，每兩小時巡雞檔一次，了解
檔販有無跟從署方指引，包括戴上手套，
以及不讓顧客接觸家禽，確保雞檔有做到

「人雞分隔」的規則，他相信現時的措施，有助減低
風險。梁卓文續說，自08年起規定雞檔不能將活雞留
過夜，至今有兩宗違規個案被停牌，他呼籲檔販要遵
守規則。

9日上午，胡定旭率一行9人出席在廣東省衛生廳舉行的粵港
兩地交流會議。隨行還有醫管局行政總裁梁賢以及醫管局官員
及專家。新上任的廣東省衛生廳廳長陳元勝、副廳長廖新波及衛
生廳官員出席會議。

醫局北上與粵衛生廳開會
目前，內地H7N9禽流感病例仍在增加，防控H7N9禽流感

成為會議商討重要內容。會上，粵港兩地官員、專家分析內地
H7N9禽流感病例，以及兩地防控措施。與會者認為，雖然粵港
兩地仍未發現H7N9禽流感病例，但兩地正值流感季節，加上兩
地有候鳥經過線路，出現H7N9禽流感的病例存有可能性。粵港
兩地相近，人員來往相當密切，加上不少港人居住在深圳乃至珠
三角等地，還有港學童跨境上學，經常來往深港兩地，粵港共同
加強防範H7N9禽流感越來越迫切。經過粵港雙方商討，雙方達
成共識。粵港兩地一旦出現H7N9病例，兩地專家第一時間在臨
床、救治層面進行交流，實行聯防聯控。粵港兩地加強信息交流
，粵港澳H7N9禽流感疫情監控日前已正式啟動，實施一日一報
機制，以防控H7N9禽流感病例發生。

兩地已實施一日一報機制
面對內地 「五一」黃金周將有大量旅客到港，增加將H7N9

禽流感帶來港的風險，胡定旭返港後表示，本港前線醫護人員嚴
陣以待，強調有足夠物資準備香港一旦確診H7N9禽流感個案，
醫療技術亦較沙士時進步，口岸亦做好檢測準備工作。

馮紹民透露，近年來，粵港澳三地在傳染病和突發公共衛生
事件防控方面的合作密切，在粵港澳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合作
協議的框架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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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H7N9禽流感是新發的傳染病，一
年一度的粵港澳防治傳染病聯席會議將於下半年在香港舉行，屆
時，防治H7N9禽流感將作為重要議題。

另外，粵港雙方會上還就培訓專科護士進行商討，並決定廣
東今年仍繼續派約200位護士赴港培訓。馮紹民表示，香港護士
管理經驗先進，與國際接軌。早在2007年，醫院管理局與廣東省
衛生廳合作培訓專科護士，至今已培訓護士800多人。

醫院管理局與廣東省衛生廳官員今日會晤，共
同商討聯防聯控H7N9禽流感，雙方達成共識，加強
信息交流，粵港兩地若出現H7N9病例，兩地專家第
一時間進行臨床、救治交流。與會的廣東省衛生廳
國際交流處處長馮紹民透露，粵港澳防治傳染病聯
席會議將於下半年在香港舉行，屆時，防治H7N9禽
流感將作為重要議題。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九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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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早前
發生的內地旅客 「旅遊巴」事件，令
本港旅遊業蒙羞，為免事件重演，旅議

會昨日舉行理事會修訂部分守則，強制
要求所有地接社在內地旅行團到達前48
小時，必須向旅議會提交住宿安排確認
書，新修訂將於本月29日起生效，如有
旅行社違規，將會納入扣分制，最高可
一次過扣30分 「釘牌」。

如違規須扣分
五一黃金周長假期將至，料會有大

批內地客來港購物，以往不少本地接待
社為減低成本，都會在最後一刻前才向
酒店或包銷商訂房，希望可訂得平價房
間，但卻有機會令旅客 「無房住」。為
杜絕有關情況，旅議會修訂現時規例，
地接社除向旅議會提交登記團表格外，
需在旅行團出發前48小時向議會提交由
住宿單位提供的確認書，以確定旅客有
住宿安排。

旅議會主席胡兆英表示，此項措施
將為恆常措施，議會並會作出抽查，他
透露，現時每月平均有400至500個內地
團入境，議會將會抽查當中的8%，如
發現有旅行社違規，將會納入扣分制，
最高可一次過扣30分 「釘牌」。他續指
，如地接社在旅行團出發前48小時未能
向議會提供住宿安排確認書，旅議會將
通知內地有關部門，內地部門有權不准
該旅行團出境。

旅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補充，有關新
指引將對沒有 「定點購物」的觀光團作
出豁免，該些觀光團只需在內地團出發
前向旅議會提交住宿安排確認書便可，
董耀中解釋，因大部分住宿問題均由購
物所引起，例如有旅行社以團友的購物
表現來決定入住酒店的級數，因此新指
引將對觀光團作出豁免，而旅行社只可

在酒店停電或火警等突發情況下，才可
轉換酒店。

香港入境旅遊接待協會會長梁耀霖
表示，有關規條合理，亦不認為新規條
會增加地接社的行政工作， 「只是做多
個步驟」，他又指，住宿安排確認書上
只需確認旅行社訂了多少房間，而無需
詳列團友名單，相信取得有關證明並不
困難。

此外，隨朝鮮半島局勢緊張，董
耀中表示，現時本港旅行社共有70團約
1700人在韓國，而直至本月底將有220
團共4800人出發往韓國，他指曾與當地
的旅行社聯絡，現時韓國情況一切正常
，但強調議會會密切留意情況，如保安
局發出旅遊警示，旅議會亦會作出安排
配合。

接內地團旅社須交住宿證明

【本報訊】一名印尼漢隨旅行團到沙特阿拉伯後抵
港，昨清晨入住機場酒店時昏迷猝死，由於曾到新型冠
狀病毒（俗稱新沙士）疫症高危地區，醫護人員需穿保
護袍戒備，死者化驗樣本初步檢查結果呈陰性，其他團
員未發現異狀，已按行程返回印尼。

猝死印尼籍男子66歲，早前獨自隨旅行團到沙特阿
拉伯遊覽，昨凌晨4時許經迪拜來港，入住機場附近暢
達路9號一酒店，原定今日轉機返國；據悉，他在來港
航機上已感到不適和呼吸困難，下機後需坐輪椅。

昨清晨六時許，事主暈倒床上不省人事，同房團友
發現通知領隊報警，送瑪嘉烈醫院急救後不治。由於事
主曾往中東，屬 「新沙士」疫症高危地區，醫護人員穿
上全套保護服，處理案件警員也戴上口罩。衛生防疫中
心人員向死者抽取樣本化驗，初步顯示呈陰性，死因待
查。其他團友則如期離港返回印尼。

【本報訊】土瓜灣前日撞車後逆線飛車案司機落網
，警方昨日在旺角拘捕一名青年帶署扣查，至於早前被
扣查的車主，暫已獲准保釋。

九龍城警區重案組第二隊接手案件調查後，昨午5
時半掩至旺角區，拘捕一名21歲姓楊男子，相信為涉事
私家車司機，他涉嫌瘋狂駕駛、管有攻擊性武器及管有
違禁武器，將會被通宵扣留作進一步調查。至於前日被
捕的31歲姓黃男車主，已獲准保釋候查，須月中向警方
報到。

【本報訊】霍英東家族爭產案再添
變數，三子霍震宇代表昨日再到高院提
出訴訟申請重開案件，指控兄長霍震寰
隱瞞父親遺產中包含南沙發展項目內部
分權益，又指胞兄是不可信的人，不可
能商討和解，要求直接罷免霍震寰的遺
產執行人身份。法官將案排期至10月聽
取雙方理據。

有關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遺
產的爭奪風波，隨去年8月開審前夕
霍家兄弟突然庭外和解，風波原已平息
，豈料大半年後干戈再起。代表三子霍
震宇的大律師昨到高等法院，申請要求
重新展開簡易判決，及直接罷免霍震寰

作為遺產執行人的身份。
律師在庭上指，兄長霍震寰隱瞞霍

英東家族公司的一間子公司，私自將南
沙發展計劃的1/4權益轉到霍英東基金
有限公司。由於有關的轉讓原來可行使
回購權，令霍英東長房子女成立的公司
分得權益受損。

反對重開案件的霍震寰代表大律師
指，回購權已於2007年屆滿後而未有行
使，不屬於須要披露部分，他又批評對
方突然出招，指今次訴訟申請，大家事
前全不知情。法官將案件排期至10月28
日為期5天，聽取訴訟各方重開案件的
理據。

瘋狂逆線飛車青年落網

【本報訊】一名南亞漢透過WhatsApp及WeChat交
友程式，結識本地女子約見面談心，乘機非禮及盜去財
物，更曾誘騙一名18歲少女到賓館開房，過去2個月已
至少有5名女子中招；警方接獲報案深入調查後，前日
在觀塘翠屏巴士站拘捕疑犯，至昨日再拘捕其17歲同
鄉同黨。

被騙的5名本地女事主（18至34歲），案發於1月13
日至3月26日期間，5名女事主透過WhatsApp及WeChat
等手機交友Apps，結識一名23歲南亞男子，結果在觀塘
及油麻地見面時被上下其手，歹徒同黨則乘機盜去手袋
、銀包及手機等財物。警方經深入調查，前天在觀塘翠
屏巴士站拘捕該名23歲南亞漢，至昨天再在雲漢漢
松樓一單位，拘捕其17歲南亞裔同黨。

【本報訊】荃灣一菜檔因發覺凌晨
送抵的蔬菜多次被偷，東主暗派工人監
視，昨日果然發現一名男子駕客貨車到
場偷菜，於是報警擒人，揭發涉嫌偷菜
疑人竟是該店舖舊老闆。東主返回與舊
拍檔協商後，同意獲賠20萬元不予追究

，在場警員經了解案情，初步列作金錢
糾紛案。

現場為河背街33號一菜檔，每日凌
晨有新鮮蔬菜送抵店外，因尚未開舖堆
放店外，工人上班後搬進店。涉案前老
闆姓李（32歲），因意見不合而鬧翻，

及後另起爐灶。上址檔口在4、5個月前
開始，時有蔬菜不翼而飛，報稱損失達
到10多萬元，東主遂安排員工半夜監視。

昨凌晨4時許，有客貨車駛至停店
外，一男子下車搬走多箱食用菇，夥
記見狀通知檔主及報警截獲疑人；東
主趕到認出是舊拍檔，有人承認多次
偷菜。雙方 「講數」一輪，舊拍檔答
應賠償20萬元及簽下欠單，又交出1萬
元現金、手表，同時還叫妻子帶來客
貨車牌簿作抵押，東主同意不追究。
警員了解經過，記錄了雙方資料，初
步列為金錢糾紛案，但會進一步調查

是否涉及刑事成分。
有資深警官認為，盜竊屬刑事罪，

雖然負責人願意和解，警員應帶疑犯回
警署調查；如果雙方私定賠償金額，有
可能涉及勒索，事件更牽涉妨礙司法公
正性質。

不過同類事件去年9月也發生一宗
。旺角砵蘭街一果汁店店東，發現八
旬老婦到場偷貨，盜去約值120元蔬果
，還叫年邁丈夫到場 「幫手」，警員
到場拘捕老婦；店東後以 「敬老」為
由不予追究，警員了解案情後，當作
誤會了事。

霍震宇突申請重開爭產案

▲霍震宇 資料圖片▲霍震寰 資料圖片

印翁猝死惹新沙士驚魂

▲胡定旭（左）表示，粵港已達成共識，一旦其中一方發現有病例，雙方專家將
互相吸取臨床診斷經驗。右為梁栢賢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梁卓文（左）昨日到深水北河街街市，檢視食環署加強清洗轄下街市活家禽
檔的工作 新聞處圖片

▲胡兆英（右）及董耀中（左）講
述旅遊業議會的一些新指引及規
定 本報記者林曉晴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