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感肆虐全港，本月至今共錄得111宗
嚴重流感個案，最新一日內再添八宗死亡個
案，創單日最高死亡紀錄，單月死亡數字已
達59宗。多間中小學出現流感大爆發，包括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下午）、華英中學及白
普理小學，分別有約20名學生感染，軒尼詩
道官小一名八歲男學童正在東區醫院留醫，
情況穩定。但一名兩歲女童感染甲流後，出
現肺炎及休克，現於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留
醫，情況嚴重。醫院管理局總感染控制主任
曾艾壯表示，今年流感高峰期來得更早、更
急，相信到三月才會結束，預計最終死亡人
數將會是現時的兩至三倍，他呼籲市民勤洗
手及佩戴口罩。

大公報記者 張婕舒

流感狂潮 一日再奪八命
三中小學60生中招

申訴署轟機管局覆查詢大話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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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楊致珩報道：主題遊成港人旅遊
新趨勢。一項調查顯示，有分別四成的受訪者表示自己
最喜愛的旅遊主題是生態旅遊及自駕遊，包括參與海外
馬拉松在內的運動旅遊亦成新寵，有超過三成人表示對
此感興趣。調查又發現，有約兩成受訪者表示自己聖誕
節外遊計劃曾因 「佔中」受影響，包括因此取消行程。

每年舉辦香港國際旅遊展的主辦機構 「匯眾」，使
用內部數據庫，通過網絡問卷的方式訪問了1586人。調
查顯示，有超過七成的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年曾上網購買
機票和訂酒店，會選擇生態遊及自駕遊的受訪者各佔
40%；其餘依次為旅遊攝影、運動旅遊及郵輪，分別超
過有三成的受訪者表示感興趣；亦有超過五成的受訪者
表示自己有興趣到海外參加當地的旅行團。

匯眾董事總經理湯錦成稱，主題遊及自由行旅行愈
來愈受到港人的歡迎，特別是富裕和經驗豐富的旅遊愛
好者，十年前在展覽期間的公眾日所作的調查顯示，只
有約五成的市民外遊會選擇自由行，但現時已高達八成
；主題旅遊方面，以包括參與馬拉松比賽、行山、騎自
行車、滑雪等的運動旅遊為例，去年在展期中剛推出，
在公眾及業界的受歡迎程度已分別有三成及兩成，到本
月初的調查，半年間已增加四個百分點。

因佔中更改行程佔20%
本次調查又問及受訪者有否因為早前的佔領行動影

響外遊，81.7%受訪者表示並無受影響，另外約兩成表
示有影響，包括減少了在外遊方面的花費、延遲或更改
了旅遊計劃，甚至取消行程。至於今年的旅遊計劃，有
89%受訪者表示自己不會受到佔領行動影響，但亦有超
過一成人表示自己將因此減少花費。

今年國際旅遊展將於六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在灣仔會
展中心舉行，頭兩日是專業日，供買家及業內人士參觀
，最後兩天開放給公眾參加，今年主題包括旅遊攝影、
海外婚禮、郵輪、遊學團及運動旅遊等。主辦方稱，今
年或會有來自拉丁美洲國家首次參展，沙巴、克羅地亞
等則會擴大攤位面積，預料入場人數會比去年增加5至
10%。

四成港人Like自駕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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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長者對房顫無認知
【大公報訊】綜合報道：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於二

○一三年起率先為社區長者進行房顫篩查，發現約7%
的長者患有房顫而不自知，按政府統計處的長者人口數
字推算，香港有逾六萬長者患有房顫而未經診斷，且對
此疾病認識甚少。中大醫學院將舉行大型房顫篩查和加
強藥物教育，預計接觸逾2.5萬名長者，以及早識別高
危中風人士。

房顫是心律不正的一種，可以誘發中風，過往研究
指出每三宗中風個案中便有一宗是因房顫引起。基於房
顫只會間歇出現，又沒有明顯病徵，患者往往錯過治療
機會，於中風後才被確診患有房顫。

中大醫學院藥劑學院副教授李詠恩與內科及治療藥
物學系副教授甄秉言醫生領導的學生義工隊，於二○一
三至一四年間利用手提心電圖檢測器為1581名65歲及以
上的長者進行房顫篩查，結果發現當中有110人（7%）
患有房顫。研究亦指出本港長者普遍缺乏對房顫的認識
，約7.7%的長者聽過心房顫動，而知道該病能引起中風
的少於5%。

中大醫學院已獲研究資助局資助，將聯同澳洲悉尼
大學進行一項大型心房顫動篩查研究，為威爾斯親王醫
院2.5萬名門診長者病人進行篩查。領導研究的甄秉言
醫生表示，研究人員將會利用手提心電圖檢測器為有興
趣參與計劃的門診長者病人進行房顫檢查，每人只需少
於30秒。確診房顫的病人將被轉介作進一步護理和跟進
。他希望研究能提供數據資料，反映進行大型房顫篩查
的可行性和對相關醫療開支造成的影響，並找出一個符
合成本效益的預防房顫相關中風方案。

為主動接觸更多長者接受房顫檢查，由師生組成的
中大醫學院外展義工隊將由12人擴展至20人，於暑期期
間到各區長者中心及鄉郊進行外展檢查服務。若長者被
診斷出患有房顫，義工隊會立即將之轉介至心臟科，並
每三個月定期跟進其狀況。此外，醫學院計劃於二○一
五年六月及九月進行兩場公開房顫講座，以及舉行 「全
民防顫日」，推廣防房顫意識和提供即場檢查，預計可
令5000名長者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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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實習記者呂昕嶼報道：台灣是香港
市民的 「樂遊」之地，台灣觀光局最新數字顯示，去
年到台灣旅遊的港澳市民有137萬人次，創歷來新高紀
錄。台灣觀光局昨日宣布推出 「台灣可以更好玩」旅
遊行程影片徵選活動。

台灣觀光局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巫宗霖昨日表示，
去年港澳市民赴台旅遊人數達137萬人次，是歷來最高
，希望透過是次旅遊影片徵選活動，鼓勵港澳年輕學
子以自身旅遊經驗，通過自我創新旅遊方式，設計出
令港澳市民喜愛的台灣行程。 「台灣可以更好玩」旅
遊行程影片徵選活動的報名時間是二月十日至三月十
五日，獎項分為總冠軍獎、特別獎、旅行台灣獎及網
絡人氣獎四種獎項，依據旅遊影片的故事性、創意性
、舊地重遊、新的旅遊方式及可執行性五個標準進行
評選，總冠軍可獲得三萬元港幣獎金。

台觀光局推旅行影片徵選
【大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機管局被揭發處理

投訴時 「大話連篇」，先是指令員工訛稱機場閉路電視
無錄影，被揭發後又推諉前線職員不誠實。申訴專員劉
燕卿批評，機管局的做法嚴重不公義，將事件包裝為 「
良好的客戶服務」，做法匪夷所思，不能接受。機管局
認同處理有不善之處，但認為屬個別事件，已執行公署
建議的改善措施。

申訴專員公署接獲投訴指，投訴人在二○一三年三
月在機場行李認領大堂目睹有人懷疑盜竊後離去，求助
現場身穿制服的保安、航空公司職員，但職員未有採取
行動，投訴人於是報警，並去信機管局查問閉路電視有
否攝錄到事件經過。機管局回覆投訴人指，閉路電視只
是用作即時監察，欠攝錄功能。不過，投訴人之後發現
局方回覆立法會議員時，承認攝影機具備攝錄功能，他
再去信機管局，而機管局承認前線職員當初回覆不誠實
，並指有關職員已被訓誡。

公署調查後發現，機管局原來一直指示員工回應有
關閉路電視查詢時， 「標準回覆」是 「閉路電視只用作

即時監察」，與事實偏離。事件在去年曾被傳媒報道，
立法會議員鍾樹根及麥美娟都曾跟進事件，但當時機管
局未有認錯。

申訴專員公署高級調查主任鄒佩雯昨日批評，機管
局作為法定機構，竟要求職員以虛假資料作 「標準回覆
」，完全不能接受，而涉事職員當初只是按局方指示回
覆，事後卻因要安撫投訴人，背負不誠實的罪名。公署
更發現機管局回應投訴人有關不誠實的質疑時，聲稱為
基於安撫投訴人及挽回客戶信心的 「良好的客戶服務」
，告訴投訴人 「已適當地訓誡今次事件中不誠實的有關
職員」。

申訴專員劉燕卿指，機管局的做法不公義，甚至將
事件包裝為 「良好的客戶服務」，做法匪夷所思，完
全不能接受。被多次問到為何沒有就事件譴責機管局
，劉強調並非 「放生」機管局，但認為機管局的處理
手法，難免會令公眾失去信心，情況令人憂慮，必須予
以糾正。

機管局回應查詢時承認，管理層在處理有關問題時
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只屬個別事件，機管局會接納並執
行公署的改善建議，盡量在保持透明度、維持機場保安
及保障旅客私隱等多方面取得平衡。

【大公報訊】記者吳卓峰報道：政府繼續積極覓
地，應對房屋短缺問題，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指出，
當局會透過提高發展密度、改劃土地用途，以及研
究興建人工島等，多方面增加土地供應。他又澄清
政府沒有計劃行高地價政策，又否認有4000公頃的
GIC閒置用地，重申當局會盡力收回短期租約，以供
日後發展。他又稱，政府正就粉嶺高爾夫球場等 「
私人會所」用地進行檢討，現階段亦無意更改中環軍
事碼頭的土地用途。

陳茂波昨日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施政報告
》政策簡報會上，匯報未來一年工作。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梁志祥質疑政府覓地不力，指出《長遠房屋
策略》未來十年建議興建29萬個公營單位，但現覓
得土地只夠興建25萬個單位，距離目標尚欠三萬個
；反對派就借題發揮，質疑政府 「手頭上仍有4000
公頃政府、機構及社團用地」，甚至要求政府收回
粉嶺高爾夫球場及解放軍的中環軍用碼頭使用權云云
，以興建更多房屋。

陳茂波回應指，新界東北並非 「富豪後花園」，
民政事務局正在檢討 「私人會所」用地，暫未有結果
；他又重申，解放軍用地有防務需要，現階段不會變
更土地用途。規劃署署長凌嘉勤稱，倘若政府再覓地

建屋，會集中於元朗和屯門區發展，強調會考慮交通
及社區配套等承受能力。陳茂波補充，政府提出改劃
面積共150公頃、70幅無保育價值綠化地，若全數成功
改劃，可提供8.5萬個單位，當中七成是公營房屋，彌
補《長策》的建議空缺。

民建聯陳克勤則關注，雖然政府 「扭盡六壬」覓
地興建公屋，但忽略私樓中小型單位，擔心日後市民
的置業階梯出現缺口。陳茂波回應指，留意到市場反
應對中小型單位興趣增強，指出過往三年，本港七成
以上的私樓單位均屬中小型，政府會根據市場需要再
作調整。但他強調，即使政府早年曾於出售地皮引入
「限呎條款」，但會留意日後土地是否合適，才再考

慮引入，又重申政府無意再行高地價政策。

「綠色運輸」 為未來目標
工聯會王國興就指，政府就 「中部水域人工島」

進行研究是 「有遠見」，但關注人工島日後有否鐵路
、道路及隧道連接，供市民出入。陳茂波回應指，
在進行可行性研究時，政府會考慮人工島與港島之
間的連接道路，又指 「綠色運輸」是政府未來的政
策目標，在人工島及啟德發展區亦會考慮採用，例
如是啟德的單軌列車。

【大公報訊】記者吳卓峰報道：政府建議斥資
2.245億元，於火炭前巴士廠地皮附近的一段桂地
新村路及黃竹洋街，進行街道擴闊等基建工程，預
計二○一八年六月完工，應付一八／一九年度起分
階段落成的火炭公屋及居屋項目，滿足約1.35萬名
居民 「上樓」需要。

政府向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提交建議，擬於
沙田第16區及第58D區進行公屋發展項目的基礎建
設工程，並將工程提升為甲級，預計需斥資2.245
億元。如獲財委會批准撥款，政府計劃於今年十一
月展開工程，最快一八年六月完工。

有關工程將擴闊桂地新村路及一段黃竹洋街為
雙線不分隔行車道，再重新劃線；以及興建相關的
護土牆、斜坡工程、行人路和行人過路設施；工程
亦包括渠務、排污、供水系統和環境美化工程。

位於沙田第16區及第58D區的工地，前身是城
巴車廠，現時有關地皮將用作公屋發展。擬議公屋
發展項目將提供約4800個單位，屆時可容納1.35萬
人，預計於一八／一九年度起落成。

早前房委會向城規會提交建議，擬放寬該地皮
的發展密度，建議提高地積比率兩成，將每幢公屋
高度由160米增至165米，居屋則由150米增至170米
，預計公屋及居屋數目可分別增加650個及246個。
若有關建議獲得通過，公屋及居屋數目有望分別增
至4850個及810個。

陳茂波：無意再行高地價政策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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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專員公署曾接獲投訴，投訴人指在機場行李
認領大堂目睹有人盜竊後離去，惟機管局對於事件
的處理方法惹來批評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記者張婕舒報道：政府計劃今年下半
年就退休保障進行公眾諮詢，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昨日
大比數通過不具約束力的動議，要求政府今年六月前
開始諮詢，並於明年七月前落實立法。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張建宗稱時間上有困難，並稱即使下屆政府都不
會推翻民意，但承諾本屆政府任內一定會做好基礎工
作。他希望今次退保諮詢是最後一輪，贊同應拋出若干
具體方案供市民選擇，政府不排除會拋出自己的方案參
加諮詢。

立法會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昨日開會，小組主
席、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建議政府趁今年立法會暑
期休會時完成退保公眾諮詢，並於十月向小組提交終極
方案，開始立法準備。工黨張國柱隨即提出動議，要求

政府於今年六月前開始公眾諮詢，並於明年七月前立法
落實，該項動議差一票全票通過，僅自由黨易志明表示
反對。

勞福局局長張建宗回應稱，時間上有困難，他相信
如果諮詢有清晰的民意基礎，新一屆政府落實時亦不
會推翻民意，不過，他承諾本屆政府任內會做好基礎
工作。

政府或拋出自己方案
張建宗表示，希望今年下半年展開的退保公眾諮詢

是終極諮詢，不要拖拉。他贊同諮詢不應再討論 「退保
好不好」等原則性問題浪費時間，而應拋出若干具體方
案供市民選擇。他續指，政府不排除將港大學者周永新

的方案放入諮詢報告，亦不排除未來數月會拋出政府自
己的方案。負責制定諮詢框架的扶貧委員會暫未開會，
下月初會開始深入探討此議題。

張建宗籲退保諮詢勿再拖拉

本港正值冬季流感高峰期，截至昨日中午本月共錄
得111宗入住深切治療部或死亡的嚴重個案，當中59宗
死亡，較截至前日中午的51宗再增八宗。

共104宗甲流個案 七童嚴重
醫院管理局資料顯示，新增的八宗死亡個案年齡介

乎68至102歲，屯門醫院及聯合醫院各佔兩宗，其餘四
宗分別來自葛量洪醫院、博愛醫院、廣華醫院及伊利沙
伯醫院，港九新界無一倖免。嚴重流感個案中有104宗
感染甲型H3N2流感病毒，佔整體的94%，另外本月錄
得七宗兒童嚴重個案。

衛生署統計指，截至一月二十六日的一周內，全港
共出現35宗爆發個案，波及174人，當中幼稚園／幼兒
中心、小學、中學分別錄得五宗、14宗及五宗，安老院
舍則有八宗，其他包括特殊學校、殘疾人院舍等地共錄
得三宗，情況較之前一周略為紓緩。

衛生署昨日調查三間學校的爆發情況，當中位於灣
仔譚臣道169號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下午）共有20名
學童感染，包括16名男童及四名女童，分布在一、二、
三、四、六年級，年齡介乎六至十一歲。他們自一月二
十二日起出現病徵，當中16人曾求醫，一名三年班的八
歲男童需要入住東區醫院接受治療，現時情況穩定。學

校毋須停課，校方本周一向家長發出通告，懇請盡早帶
有病徵的學童求醫，並在家休息直至退燒才返回學校。

另一間是位於何文田常和街八號的華英中學，共有
20名中一及中二的學生受影響，年齡介乎十二至十五歲
。他們自一月十九日開始出現病徵，當中16人向私家醫
生求診，毋須入院，學校毋須停課。另外位於灣仔司
徒拔道43號的白普理小學有21名學童感染，介乎五至
十歲，分別就讀一、四、五、六年級，另有一名女職
員受影響，學校毋須停課。他們自一月八日起出現病
徵，當中15人曾看私家醫生，毋須入院。當中一名五
年級九歲男童的鼻咽拭子樣本對甲型流感病毒呈陽性
反應。

衛生署公布新增一宗兒童感染甲流嚴重個案，該名
兩歲女童於一月十五日出現病徵，先後向兩名私家醫生
求診，但病況無好轉，本周一（26日）入住沙田仁安醫
院，同日轉送威院並進入兒童深切治療部。她出現嚴重

肺炎及休克，情況嚴重，四名家人都出現病徵，現時情
況穩定。

此外，青山醫院昨日再添一宗72歲男病人感染個
案，另有一名職員感染，現時情況穩定。而九龍醫院
復康科男病房則再有一名80歲病人出現病徵，現時情
況穩定。

醫管局：死亡人數或續飆升
醫管局總感染控制主任曾艾壯昨日指出，今年冬季

流感高峰期較過去五年來得更快、更急，嚴重個案亦更
多，原因可能與疫苗不脗合、長者免疫力差、病菌變惡
有關。他預計，高峰期仍將持續六至十個星期，預計到
三月才會完結，不敢說現時已到達最高峰。相信最終感
染死亡人數可能是現時的兩至三倍。他續指，整體流感
死亡率最多為1至2%，因此市民不用過度擔心，他呼籲
市民勤洗手及佩戴口罩。

◀軒尼詩道官小一名八歲
男學童正在東區醫院留醫
，情況穩定 資料圖片

▲醫管局預料，今年流感
高峰期來得更早，預計最
終死亡人數將會是現時的
兩至三倍 資料圖片

▲張建宗承諾本屆政府任內一定會做好退休保障基
礎工作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