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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聞T O P  N E W S

深圳感冒患者驟增3成
進入流感高峰期 護士打針打到手軟

【本報珠三角新聞中心記者岳仿嶙深圳

13日電】近幾日，深圳多家醫院的感冒患

者驟增了三至五成，深圳市疾控中心12日

宣佈，深圳已進入流感高峰期，近一周共

接報了9宗局部爆發的流感疫情，各區都有

集體單位局部爆發流感。據官方統計，今

年深圳流感發病人數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20%，深圳市民特別是兒童家長

目前對於流感已初現恐慌情緒。

在北大深圳醫院呼吸發熱門診，護士張小姐介紹，從2
月17日開始，發熱門診的日門診量就超過了200人，比平
時的150-180人多了3-5成。醫院在發熱門診號人滿為患的
情況下，只能限號就醫。

接診不暇醫院限號
她說，12日發熱門診患者達到了231人，創下了近期的

新高。到今天下午4點為止，前來就醫的患者也多達210
人，預計晚間前來看門診的人數也不少，因此今日就醫人
數很可能超過昨日。在深圳市第一人民醫院，輸液區護士
也表示，「每天要注射200多針，打針打到手軟。」該護
士說，昨天接診了400-500名輸液患者，多數是感冒。
在南山醫院的發熱門診，患者也比平時多了5成。據兒

科門診的吳主任介紹，目前前來就診以3歲以下的嬰幼兒
居多，就診量比平時多了20%，多數表現為呼吸道引起的
感冒發燒等。據當地媒體報道，南山第二外國語學校一個
班44名學生中有33人患流感停課在家。

兒童家長初現恐慌
在深圳市兒童醫院，市民吳女士正帶 自己的5歲兒子

前來就醫。據吳女士介紹，今天早上開始，自己的小孩就
開始咳嗽，還拉肚子，自己又從報紙上得知近期是流感高
發期，於是趕緊帶 他來看病。
經診斷，小孩只是有一點受涼，並無大礙，她才稍微放

心。吳女士說，據她了解，前來看病的小孩，很多都只是
有一點感冒症狀，家長都怕是流感，才前來就醫的。
北大深圳醫院醫生宋衛東亦表示：「醫院現在接診的大

部分患者是普通季節性感冒，只是咳嗽、流鼻涕，沒有發
高燒、全身酸痛等表現。」

【本報珠三角新聞中心記者岳仿嶙深圳13日電】深圳市
第一人民醫院與羅湖醫院素來是港人常去就診的醫院。但
據記者了解，近段時間，前來這兩家醫院治療感冒的港人
並未增多，昨日分別只有4名與6名港人，今日至下午5
時，仍未有港人因感冒就醫。
據羅湖醫院蔡護士介紹，港人在深就醫，多為跌擦傷，

治療感冒的原本就少。她說，在港人心目中，感冒並不是
小病，他們通常都會選擇返港治療。同時，與深圳人相
比，港人亦對感冒更有預防心理，例如陪同家人朋友就
醫，多數會戴口罩等。
深圳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劉護士說，昨日前來就醫的4名

港人，也都只是先期到該醫院做一個確診，他們都表示，
如果是流感，會返港治療，若是一般的感冒，則會選擇在
深圳輸液。

【本報珠三角新聞中心記者岳仿嶙、熊君慧、通訊員黨
姣13日電】針對香港小學幼兒園因流感疫情停課事件，深
圳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13日下午召開新聞通報會，深圳市
衛生局副局長張丹表示，深圳目前處於流感高發季節，但
當地監測到的流感病毒是乙型(也稱B型)，有別於香港爆發
的甲型(分為H3、H1型)病毒，且未見變異，市民不必驚
慌。此外，目前不必啟動應急預案，中小學校也不會停
課。
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今天亦在北京表示，內

地的流感病毒主要為H3和B型，現時香港流行的H1病
毒，在內地較少見，暫時未見H1病毒蔓延至廣東或其它
地區。
資料顯示，甲型流感病毒最易發生變異，是流感病毒中

最可怕的一個，常引起大規模流行；乙型流感病毒則變異
緩慢，流行比較局限，常引起局部爆發，至今尚未有全球
大流行。

衛生部：港流感未變種
王宇又說，雖然近日香港有多名小童感染流感後死亡，

但暫時難以判斷死亡率是否偏高。他表示，流感病毒每年
都在變，中心會進一步了解香港流感病毒毒株的抗原性是
否有變。
國家衛生部亦接獲港府通報流感爆發，正在北京出席兩

會的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表示，掌握的數據顯示，香港的
流感屬普通流感病毒，並未變種，毒性不太大，呼籲市民
無需太恐慌，他說，流感與SARS不同，目前亦無需加強
邊境口岸的檢測。

【本報珠三角新聞中心記者敖敏輝、趙鵬飛、
任田廣州13日電】廣州市衛生局12日召開春季呼
吸道傳染病防控工作會議，期間透露，廣州今年
共已爆發8宗流感疫情，全部發生在學校，其中
有7宗發生在3月份。除目前海珠區某小學爆發的
流感疫情個案超過30人外，其餘都只有數例或十
多例。
廣州市衛生局疾控處處長周端華表示，目前疾

控中心已派專人調查海珠區該小學，未發現有不
通風透氣的情況，由於該學校報告及時，疫情目
前已經得到控制。目前，廣州市衛生局已要求學
校落實晨檢制度，加強學校聚集性流感樣病例的
發現、收匯報管理工作制度。
據悉，廣州衛生部門目前並未要求來穗香港旅

客做檢查，但周端華透露，每年3-7月是廣州市流

感高發季節，而一般來說，廣州又比香港稍微遲
半個月，「目前是值得高度警惕的時候。」

抗感冒藥多招促銷
而在廣州市內多家藥店，抗流感的藥物不約而

同地已成為了近期促銷重點。在機場路的一家平
價大藥房裡，感冒類藥物的促銷櫃就擺在正對
藥店門口的地方，促銷人員表示，現在購買指定
牌子的感冒藥，可以享受買二送紙巾、買五送洗
衣粉的促銷優惠。
而在另外一家位於淘金路的連鎖藥房裡，許多

非處方類的感冒藥前都掛 「買一送一」的小黃
牌。藥店銷售人員說，因為最近感冒的人較多，
買一盒再送一盒，就可以作家庭小藥箱後備之
用。

流感是
由流感病

毒引起的流行性感冒，主要臨
床表現為：起病急，畏寒高
熱，顯著乏力，咽痛頭痛及全
身酸痛，多無鼻塞流涕，發熱
38℃以上。面頰潮紅，結膜外
眥充血，咽部輕度充血。發熱
1至2天達高峰，3至4天內退
熱，但乏力可持續一周以上。
輕型流感發熱不高，全身及

呼吸道症狀較輕，病程2至3
天。胃腸型還會出現噁心、嘔
吐、腹痛腹瀉。流感患者病初2至3天傳染性最強，主要傳
播方式是空氣飛沫傳播，潛伏期數小時至4天。
預防流感要經常開門開窗通風換氣，保持室內空氣清

新；盡量避免去人群密集、空氣污濁的公共場所；保證充
足的營養和睡眠；多參加戶外體育活動，增強體質；勤洗
手，多喝水，注意個人衛生；出現流感樣症狀要即時就
醫，外出時最好戴上口罩，但最好不要自行服用預防流感
的藥物，比如「達菲」。

話你知

【本報珠三角新聞中心記者敖敏輝、趙鵬飛、任田
廣州13日電】廣東佛山驚現禽流疑雲。過去10日，當
地高明一養雞戶養殖的雛雞相繼死亡達3,100隻。經農
業部門調查，證實雞隻大量死亡的原因是養殖戶過量
使用抗生素。
雞場負責人曾先生表示，養雞場是採用「公司+農戶」

模式，雞苗由公司提供，飼養55-60天後，再由公司回
收，平時管理都由公司安排。死雞現象發生後第二
天，他就向公司反映了情況。公司立即派技術員來調
查，但打疫苗、用藥都沒有起效。不過，該雞棚相鄰
的另一雞棚裡的4,500隻雞卻一切正常。
對於雞隻的大量死亡，佛山農業部門相關負責人表

示，接到養殖戶的報告後，就立即組織了專業人員到
現場調查。調查結果顯示，「這只是一宗用藥不當的
個別情況，並沒有發生相互感染事件。」記者還了解
到，當地並沒有供港雞場。

佛山：病患增兩成 多為打工者
【本報珠三角新聞中心記者敖敏輝、趙鵬飛、任田廣州

13日電】據佛山市中醫院呼吸內科主任、副主任醫師黃永
祺透露，佛山最近呼吸道疾病患者驟增，比平時多20%，
尤其是每周六、日接診量可達130人。
對此，黃永祺解釋說「與氣候有關」，進入春季，空氣濕

度大，加上灰霾天氣持續，細菌繁殖快，抵抗力較差的老
人、小孩就容易患上呼吸道疾病。
「學生患者不少，有些班差不多一半人感冒都是相互傳

染」，黃永祺說。此外，春節過後來佛山打工的外來務工人
員，也由於不適應本地氣候，紛紛出現呼吸道疾病症狀。

上海：疫情尚無蹤 病例遜往年
【本報上海新聞中心記者趙飛飛13日電】港島出現的流

感疫情目前並無侵擾上海，記者今日從上海疾病預防控制
中心了解到，最近兩周，上海成人、兒童的流感病例均低
於去年同期，兒童發病數減少更明顯。
上海市現在常年設有43個流感監測點，實施疫情「一天

一報」制。眼下正處於每年11月中旬至次年4月中旬的重點
防治階段。上海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一位內部人士表示：
「上海的流感發病率處於歷年來的低水平。」

據了解，為了預防疫情發生，尤其是在中小學的爆發，
滬上各區縣疾控中心已加強對呼吸道感染疾病的監控，一
旦發現有呼吸道疾病患者，馬上勸其及時就醫，並採取隔
離措施。同時要求各個學校的老師做好晨檢工作，如有學

生感到不適，需立即向疾控中心匯報。

浙江：麻疹增7倍 少兒佔九成
【本報訊】據中通社13日電：浙江省今春以來麻疹發病

數逐漸走高，目前已進入高發期。患者中1歲以下的嬰兒佔
三成多，而15歲以上佔六成，呈現出「二端膨大」的特
點，二者相加大於90%，超過以往任何一年。
這次麻疹發病的另一大特點是，發病人群主要以散居散

發為主，沒有接種麻疹疫苗的外來工人、農民等成年人發
病數佔總數的三成。
浙江省疾控中心的監測報告顯示：今年1月1日至2月23

日，全省共報告麻疹確診病例1,686例，是去年同期的7.2
倍，這些人中大部分未接種過麻疹疫苗。

各地疫情

■深圳進入流感高發期，多家醫院的感冒患者驟增三至五成。近一周，接報的局部爆發流感疫情更多達9宗。
圖為深圳市人民醫院的輸液室。 本報深圳傳真

■深圳市民特別是兒童家長，目前對於流感已初現恐
慌情緒。 本報深圳傳真

■廣州目前
爆發的8宗
流感全在學
校。
本報記者
敖敏輝 攝

■由於病人較多，深圳醫院護士每天打針打到手軟。
本報深圳傳真

■預防流感，最緊要是
勤洗手、多喝水。

■佛山一雞場10天內死亡3,000多隻雞。 網上圖片

■患者驟增，深圳一些醫院的門診不得不限號。
本報深圳傳真

16港常委：重任在肩不敢怠慢

五名新任常委來自不同界別，各有所長。五人中，黎
桂康及許仕仁是今屆新加入全國政協大家庭，另外

三人則為「老委員」。但無論新舊委員也好，都直言常委
職務更加繁重，責任在肩，不敢怠慢。他們亦將從各自的
專業、界別出發，為國家建言獻策，有的關心體育發展，
有的 眼食物安全，有的聚焦內地與香港的溝通。
他們還同時關注內地及香港社會各方面的問題，提出建

議和意見，促進內地和香港的交流、溝通，為國家、為香
港作出應有的貢獻。

【本報訊】應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的邀請，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將於下星期一（3
月17日）啟程前往北京，列席3月18日舉行的第十一
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閉幕禮，並於3月19日返港。
隨行的特區政府官員有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德

霖、新聞處處長馮程淑儀、行政長官私人秘書麥靖
宇、高級特別助理陳建平以及助理處長（傳媒）陳
羿。在曾蔭權離港期間，特區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將
署理行政長官職務。

曾蔭權下周一上京觀閉幕禮

想追蹤前香港特區政務司
司長許仕仁，既要有腳力，
還要有眼力及腦力；與長袖
善舞、素有「鬼才」之稱的
許老爺打交道，沒學過兩手
太極，沒有「腦筋急轉彎」
的智能，都可能被許老爺帶
遊了幾圈花園。
新當選全國政協常委，許

老爺只是露 招牌笑容，
「精靈」而帶點狡黠地避過

了數十香港記者的空群圍堵。許老爺怎麼逃過眾人的視線
悄然離開的？眾人面面相覷，不知情由。但許老爺同樣留
下「開心」（當選常委）、「滿意」（得票率）的回應，記
者又非全無所得，只能嘆說，下次再不跟許老爺「鬥智」
了。

長袖善舞　鬥智多贏

許仕仁1948年生於香港，70年香港大學畢業後便進入香
港政府，加入公務員行列，歷任助理教育主任、西區民政
主任、禁毒助理保安司、廉署社區關係處助理處長、首席
助理經濟司。82年留學美國哈佛大學。之後任首席助理運
輸司、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助理秘書長、副秘書長、副

經濟司、副工務司、新機場工程統籌署署長、運輸署署
長。並於95年9月任財經事務司，是首位華人財經事務
司。
97年2月20日，許仕仁被國務院任命為香港特區第一屆

政府財經事務局局長，2000年初離開政府後，他曾出任香
港一些機構的顧問。05年6月30日，許仕仁被任命為香港
特區政務司司長，07年6月30卸任，並獲任命為特區行政
會議非官守成員。

愛國愛港　風頭無兩

任職特區政府期間，許老爺以「打大鱷」一役而廣為人
知。他曾說，回歸10年來，香港特區政府和市民都真切感
受到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關懷和支持是真誠的、無私的，是
為了香港好：「我清楚地記得，在回歸之前，當時金融風
暴還未開始，國家領導人已經提醒我們要居安思危。」
今年許老爺跳出香港特區，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初

擔委員，許老爺已相當勤力，又寫建議，又設宴會，更廣
泛聯繫各個香港政黨在京人士，亦與其他各界委員保持良
好關係，「做好政協這份工」。今日他更當選為全國政協
常委，風頭可謂一時無兩，亦成為傳媒追訪的焦點所在，
一現身在北京貴賓樓，已引起一陣追電梯的混亂。可能有
見及此，許老爺不再經記者聚集的酒店大堂離開，而經由
其他途徑上車，赴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的晚宴約會去了。

對新班子有信心 力促兩地交流溝通

「鬼才」參政 勤力做好呢份工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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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前港區委
員在人民大會堂
合影。左起：區
永熙、本報社長
張國良、王國
強、周俊明、陳
振東、曾智明、
石漢基。
本報記者馬靜攝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3日電】第十一

屆全國政協今日下午召開第4次全體會

議，推選新領導層。本港方面，除前行政

長官董建華連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外，香港

16名全國政協常委全部高票當選，其中5

人為新當選常委，包括香港中聯辦副主

任黎桂康、前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

許仕仁、新世界集團董事總經理鄭家

純、金保利亞洲有限公司董事長洪祖

杭及四洲集團主席戴德豐。

熟悉金保利亞洲有限公司
董事長洪祖杭的人，都會舉
起大拇指，稱讚他為人厚道
低調、做事負責勤奮；只是
當記者笑 把其他港區老常
委的評語告訴他時，他又流
露出天生的靦腆，耳根開始
泛紅，不斷搖 頭，笑說人
家過譽了。小記把雅虎、谷
歌、百度等搜查網站查了個
遍，關於洪祖杭的新聞不多

不少，有點弔詭，關於活動的很多，關於個人的很少，從
內容的蛛絲馬跡，大抵能歸納出洪祖杭的幾個側面：體育
的、福建社團的、慈善的，他似乎總是一貫在付出，而用
內地一句術語形容，是「把低調進行到底」了。

奔波勞碌甘居幕後

高票當選政協常委，洪祖杭在意外驚喜過後，立刻感
覺到肩頭的責任不輕。他是福建人，多年來為了團結港
區閩籍人士，奔波勞碌在所不計，每逢選舉，他一馬當
先，身影總是匆忙地穿梭於港九新界各個選區之間，為
愛國愛港的候選人拉票。但他也總是站在幕後，鮮有

「上鏡」，原因很簡單，不想在台前，讓人發覺而無法保
持低調。
記者問他當選後的首要工作是甚麼？向來率直的他笑

坦白：「暫時還沒有想這麼多，今天才剛完成選舉啊！」
被問及大家為何選他做常委時，他微皺眉頭，略一沉吟才
說：「我在香港也做了一些事吧，像體育、社區服務、社
團，我都有參與，做些事情⋯⋯我是新仔常委，要先向舊
常委學習才行。」他又說，中央和政協是經過重重部門考
核，才選出這批常委候選人的，相信每位當選的常委都能
在某方面為國家建言獻策。

自言新仔先學習

公私兩忙，洪祖杭為了公職，犧牲不小。有委員透露，
洪祖杭相當仗義，只要別人開口請求，他總是第一時間了
解情況，熱心幫忙。多年來，洪祖杭「 身」公職，有時
不免忽略了公司的業務，錯失賺錢機會時，他也會感到可
惜，但為了服務國家、服務香港，他卻毫無怨言。
看洪祖杭黝黑精瘦的身形，便可猜到他如何地喜歡體育

活動，駐港部隊開放日或「軍民同樂日」的友誼足球賽
上，只要他有空，總會看見他在綠茵場上表演精湛球技。
他笑說：「運動是保持頭腦清醒最好的方法，也是保持身
體健康最好的方法。」

低調厚道 為港為國棄商機
金保利亞洲公司董事長洪祖杭：

說起政協常委「新丁」戴
德豐，大家想起的也許是脆
卜卜薯片、甜蜜蜜朱古力。
四洲出品的零食，總塞滿中
環白領的抽屜，與戴德豐聊
天，他也會笑 拿出綠茶
糖、咖啡糖，與記者「同甘
共苦」，並笑說「從嬰兒吃
的奶粉，到老年人喜歡的各
種點心，我們四洲都有！」
也許是「食品大王」聲名過

於響亮，很多人忽略了他還是香港廣東各級政協聯誼會首
席會長、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在團結各界、聯絡友
情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讚常委新班　攬各界人才

對於高票當選常委，戴德豐坦言開心，但毫不驕傲，一
再謙稱自己是「新仔」，只是親切地回答記者問題，並邀
約記者回香港一聚。他指出，全國政協有2000多名委員，
香港這裡，也有約200位委員，佔總人數超過一成，這充
分說明中央對香港的高度重視，亦顯示國家對政協委員有

很大的期望。他表示，香港廣東各級政協聯誼會、港區
省政協委員聯誼會將會繼續發揮作用，為國家、為香港、
為委員做多些事。他續稱，新一屆港區16名常委十分團
結，涵蓋了各方面的人才：「常委班子很好，這個組合將
來肯定能為國家、為香港做多些事，並為委員們提供良好
的服務。」他指出，每個人都在用他們的心全力推動香港
經濟社會發展，也期望能為祖國的繁榮昌盛，為香港的繁
榮穩定，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

共和國同齡　自豪作港人

1949年出生的戴德豐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仔，也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同齡。他曾經說過，最令自己開心的時候，是聽
到國歌響起，那時候他總情不自禁地為自己身為中國香港
人而感到驕傲。他坦言，未來國家和香港的經濟將會進一
步持續發展，而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要解放思想，預示
未來將有很大的發展機會：「我們做為委員，一定要為國
家、香港服務，凡做得到的事便做。」
他表示，只要國家有需要，自己都會盡力而為：「特別

我會在食品安全方面提出意見，現時世界上對中國食品安
全及質量看得比較嚴謹，在這方面，我會以我37年的經
驗，就食安、品質控制等方面提供看法。」

食品大王 盡力獻策食安
四洲集團主席戴德豐：

晉身全國政協常委，鄭家
純一如既往地謙虛。他表
示，但願能充當橋樑，促進
內地和香港的溝通，自身則
要增進對國情的認識，進一
步發揮政協參政議政、民主
監督的作用。肩頭的責任無
疑更重了，花的時間也將更
多了，但能為國家、香港做
點事，辛苦，卻甘之如飴。
鄭家純接受本報專訪時，

暢談加入政協殿堂的15年，如今已然踏入第16個年頭，他
仍謙稱：「對國家認識還是不足夠的，以後每三個月到京
開一次常委會，將確切增加我對國情的掌握，這實在令人
期待。」他坦言，自己的心願是促進內地和香港的溝通、
交流，亦要支援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要幫香港做好
經濟發展、改善民生，鞏固香港三大中心地位。」

政協委員　絕非政治花瓶

說到「更上一層樓」是否顯示中央對他的重視，鄭家純
即連番說：「我覺得自己盡力做好就是，至於是否肯定，
見仁見智吧，我不該自我褒貶。」他認為，16個常委是一
個團隊，大家各有特色，來自不同界別，故能夠發揮不同
作用：「我們都很團結，雖說各有想法，但透過大會發

言、小組討論、書面意見和提案，能互相了解彼此的想
法，像腦震盪般啟發思維。」
對坊間有人形容政協是「政治花瓶」，鄭家純予以反駁，

指政協委員的作用越來越大，社會影響力也越來越高，絕
非「花瓶」。他解釋，政協不是立法或司法機構，而是提供
意見、政治協商：「政協有點像顧問似的，但委員來自各
階層、各界別，都很有水平，也很專業，經驗也相當豐
富，他們的意見非常寶貴，對國家的施政有很大幫助。」

一人一票 不是靈丹妙藥

提到香港政制發展，鄭家純坦言，香港是個經濟城市，
近年來陷入政治爭拗，令社會未能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不僅窒礙香港的發展，亦令香港錯失了不少良
機。他指出，全國人大去年的決定，已清晰定出香港的普
選時間表，故2012年兩個選舉辦法應向前走：「一定要有
進程，不能一步到位，現在應討論用甚麼方法、如何推動
2012年的民主政制進程，這也間接影響2017年的選舉。」
他反問：「為甚麼香港不能像以前一樣只集中精神發展

經濟？把時間花在沒有必要的政制爭拗上，我真的莫名奇
妙⋯⋯一人一票並不是靈丹妙藥，政制發展應該循序漸
進。當社會環境允許時，政制的改變便水到渠成，但有班
人明知如此，仍然反對。」他坦言，香港爭拗不休，不僅
令特區政府施政難以暢順，也直接影響香港經濟發展：
「再吵下去，香港經濟停滯不前，便會被人超越的。」

港陷政治爭拗 必失發展良機
新世界董事總經理鄭家純：

人大今日（14日）議程
■上午9時 代表團全體會議或代表小組會議醞釀協商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副委員長、秘書長、委員的人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的人選，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人選；審議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草
案。

■下午3時 代表小組會議醞釀協商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秘書
長、委員的人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的人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
員會主席的人選；審議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草案。

政協今日（14日）議程
■上午9時 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閉幕會：

1.通過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政治決議；

2.通過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關於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

報告的決議；

3.通過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提案審查委員會關於政協十一屆一次

會議提案審查情況的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