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環銅鑼灣旺角重災 料未來數日指數難跌

「光化煙霧」罩香江 谷高空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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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期待已久的「政府派6000元計劃」，昨日開

始接受約100萬名65歲或以上長者登記，參與計劃

的銀行和郵局都在周日「加班」，增派人手和提早

營業接收申請表。在所有的申領者中，老人是最困

難的一群。當局有必要做好協調工作，避免混亂情

況出現。當局還應為居住在內地的退休港人提供便

利，例如由「駐粵辦」在內地統籌申請或與內地指

定銀行合作發放等，以減省其舟車勞頓之苦。同

時，執法部門也要嚴厲打擊不法之徒及院舍冒領及

挪用等情況，確保長者能受惠紓困措施。

在目前通脹熾熱的環境下，6000元對基層市民及

長者不啻是「及時雨」，首日有近15萬人提交申請

表，可見市民對於派錢都是「先取而後快」。當局

按年齡劃分多個申請時間，目的是避免市民過分集

中在某一時段申請造成混亂。而在各個年齡層中，

處理首批即是65歲或以上人士組別的難度最大，原

因是不少長者都不懂填寫申請表，更遑論在網上申

請，加上部分人不良於行，在過程中可能出現各種

問題。因此，當局須加強監察協調，確保首階段的

申請工作能夠順利完成。

由於部分長者未必能夠親身到銀行或郵局辦理，

很可能要由旁人代勞，這容易讓不法之徒有機可

乘，利用替長者填申請表之機，騙取個人資料，甚

至冒領6000元。執法部門應加強監管及打擊力度；

銀行及郵局職員在處理申請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對於一些代領的申請更要認真查核；而長者也應盡

量委託親人或相熟朋友處理，以免招致損失。同

時，過去曾發生有安老院私吞院友綜援雙糧事件，

而這次相信不少住在安老院長者要由院方代辦申

請，不能排除有不法院舍故意騙取長者6000元的情

況，當局必須加倍留意，明確告知院舍要將錢全數

交予長者，不能扣取，也不能私自用作繳交院費之

用，確保紓困金錢都落到長者口袋。

目前，在珠三角定居的近6萬港人中，不少屬於

退休長者，他們當中有屬於無香港銀行戶口、無香

港地址，甚至無香港智能身份證的「N無人士」，難

以回港領取6000元，擔心不知如何取款，就算是有

能力來港填寫申請表，來回香港動輒要數百至上千

元的花費，又未必知道如何填寫表格及之後的取錢

安排。

應看到的是，居住在內地的香港老人，正是最需

要施以援手的一群。當局必須盡力協助他們，一方

面應委派「駐粵辦」統籌內地港人的申請，甚至可

考慮由「駐粵辦」接受申請表再一併帶回香港處

理；另方面可與內地有關部門聯繫，研究通過內地

的指定銀行處理有關申請及派發安排，便利內地港

人。
(相關新聞刊A4版)

醫管局主席胡定旭昨日表示，下月會刊

登招聘廣告，聘請兼職醫生，以減輕人手不

足壓力。現時公立醫院每一科都人手不足，

招聘兼職醫生有助減輕現職公立醫生的工作

量。不過，醫生兼職待遇應有足夠的吸引

力，並且能輪夜當值，才會有效紓緩前線醫

生的工作壓力。更重要的是，聘請兼職醫生

只是臨渴掘井之舉，要填補公立醫院人手的

短缺，除了加強培訓人手外，還可廣攬海外

醫生來港。

目前，公立醫院每個專科都出現人手不

足，尤以急症室和普通門診最缺人手，加之

醫生流失，公立醫院醫生緊絀情況嚴重。醫

管局年初公布一些挽留醫生的建議，包括：

考獲專科資格5年的醫生獲晉升機會、引入

「特別酬金計劃」、增聘兼職醫生等多項措

施。但醫管局今年一月推行婦產科兼職醫生

試驗計劃，反應冷淡。兼職醫生每次上班只

賺2000至3000元，對於在私家市場「搵真

銀」的醫生缺乏吸引力。即使退休醫生願重

返公院「捱義氣」，但主要負責門診，毋須

輪夜當值。因此，醫管局聘請兼職醫生，應

在薪酬方面增加吸引力，並且兼職醫生除了

負責門診之外，急症室等需要輪夜當值的工

作，也應該能夠承擔，才能有效減輕現職公

立醫生的工作量。

長遠而言，要填補公立醫院醫生短缺，

除了加強培訓外，引入海外醫生勢在必行。

不久前，醫管局表示希望可以招聘約20名非

本地醫生，以改善人手短缺問題。對此醫生

團體表示，醫管局有意招聘海外醫生時豁免

他們考執業資格試，擔心日後的醫生質素無

保證。醫學會聯席關注組表示，豁免絕不能

濫用，他們擔心這個計劃日後會擴大，影響

公營醫療服務水平。

在吸引醫生方面，香港其實輸給新加

坡。新加坡容許外國醫生入境就業，香港則

不准外國醫生來港掛牌。甚至一些本港永久

居民在英國著名大學取得醫生資格，在英國

公立醫院行醫，如要回港執業就一定要通過

被稱為全世界最難的資格考試。本港醫科畢

業生，是否一定比在劍橋、牛津、澳洲、加

拿大大學畢業的醫科生優勝，這值得質疑。

引入海外醫生，香港應摒棄保護主義思想。

香港要成為區域醫療中心，有巨大的需求條

件。以較為靈活、彈性的方式引入海外醫生

來港，可有效紓解公立醫院醫生緊絀情況。
(相關新聞刊A16版)

派錢應設法便利內地養老港人 既聘兼職醫生 又攬海外專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颱
風「南瑪都」正面吹襲台灣，馬英
九取消原訂到彰化及宜蘭的行程，
留在台北指揮救災。台灣氣象部門
表示，「南瑪都」為今年吹襲台灣
的首個颱風，預料會於今日清晨在
屏東 春與台東之間登陸，今明兩
天會為全島帶來狂風暴雨的天氣。
由於「南瑪都」移動速度緩慢，惡
劣天氣可能持續到本周三，台灣已
把大部分地區列入陸上颱風警戒範
圍，並在台東及高雄等18鄉100村，
實施泥石流黃色警戒，高風險地區
則已撤離逾3,000名民眾。

大半地區黃色警戒
綜合外電報道，中心位置在巴士

海峽的「南瑪都」昨日以每小時8公
里的速度緩慢向台灣移動，昨午4
時，台灣氣象部門的海上陸上颱風
警報顯示，「南瑪都」中心位置在
距離台灣最南端鵝鑾鼻約70公里的
南方海面。除了基隆市、台北市、
新北、桃園縣、新竹縣、金門、馬
祖外，台灣其餘地區，均列入陸上
颱風警戒範圍。氣象部門預測，
「南瑪都」將於今明兩日對台灣帶來
甚高雨量，山區須防範坍方、落
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漲，低窪地區
則應防淹水；阿里山等森林遊樂區
已公告休園，台鐵部分列車及航空
公司部分航班已停駛及停飛。
此外，福建省氣象台昨晨10時40

分亦發布颱風黃色預警信號，預測
颱風可能在台灣南部沿海登陸，並
為福建省沿海帶來風浪的影響。福
建省已展開海上船隻和人員撤離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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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山婦中暑 直升機拯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溫瑞麟) 烈日兼無風，昨天氣特

別悶熱，一名中年女子約友到西貢行山，步至浪茄西
灣附近時，疑不敵酷熱天氣，體力不支，出現頭暈中
暑症狀，友人報警求助，由於現場路途遙遠，消防須
召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到場協助拯救，女事主經送
港島東區醫院救治後，已無礙出院。
行山中暑婦人姓林、48歲，昨事發前與數名男女友

人往西貢行山，至下午約1時半，天氣炎熱，各人頂
烈日沿麥理浩徑步至浪茄近西灣附近時，林疑體力不
支，出現頭暈身體不適，同行友人懷疑其中暑，立即
報警求助，消防員及水警人員接報立即趕赴現場拯
救，由於現場路途遙遠，恐費時失事，消防處遂要求
政府飛行服務隊派出直升機協助拯救，至下午2時許，
直升機成功救起女事主，送往港島灣仔直升機坪，再
轉由救護車送往東區醫院救治。

環保署發言人表示，昨午11時起，二氧化氮濃度
開始上升，中環、銅鑼灣及旺角的路邊監測站錄得
甚高的空氣污染指數，分別為147、159、及145，直
至下午5時，銅鑼灣路邊監測站空氣污染指數更一
度飆升至174。

風勢偏弱 汽車排放難擴散
發言人解釋，充沛的陽光及日間較高的溫度令區

內「光化煙霧」現象活躍，促使臭氧迅速形成及在
微風下難以擴散，使區域「背景污染」水平上升。
「市區風勢偏弱，令香港汽車所排放的污染物難以
擴散，以致路邊空氣污染指數上升至甚高水平。」
截至昨晚10時，酷熱天氣警告已生效36小時。天

文台預測，該股大陸氣流影響下，未來數天的天氣
會持續天晴酷熱，風勢仍會較弱，「光化煙霧」會
持續數天，一般及路邊空氣污染指數將維持在較高
的水平。天文台發言人又表示，颱風「南瑪都」逐
漸迫近台灣南部沿海，距離香港仍有一段距離，暫
時不會影響香港。
環保署發言人提醒，患有心臟病或呼吸系統毛病

的人士、長者及兒童，應減少體力消耗及戶外活
動，並避免長時間逗留在交通繁忙的街道上。教育
局呼籲，各學校留意未來數日的空氣污染指數變
化，並避免讓學生體力透支及戶外活動，以保障學
生的健康。勞工處亦呼籲，僱主應評估涉及大量體
力勞動的戶外工作風險，若員工感到不適，應通知
僱主。

空氣污染增加哮喘復發
香港哮喘會主席兼兒科專科醫生譚一翔表示，空

氣污染指數偏高的日子，會增加哮喘、慢阻肺病及
鼻敏感患者的復發機會，尤其是哮喘病患者，在未
來3至5天要特別注意病情。他亦預料，未來3天哮
喘及慢阻肺病患者因復發而入院的人數將會有所增
加，建議患者避免進行戶外活動，盡量到空氣質素
較佳的地方「暫避」，若有需要應以藥物控制病
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受一股

大陸氣流影響，昨日香港天氣酷熱，風勢

微弱，維港兩岸全日被大霧籠罩，兩岸景

色白蒙蒙一片，空氣污染指數偏高，銅鑼

灣路邊監測站一度錄得174的甚高水平。

環保署表示，該股氣流令空氣擴散速度減

慢，並出現「光化煙霧」現象，促使二氧

化氮濃度上升，預料未來數天的空氣污染

指數將維持在較高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深圳第26屆世界大學生
夏季運動會舉行期間，深圳市的空氣質素一直保持良
好，空氣質素更創10年來最佳水平，能見度一度高達30
公里。惟大運會剛結束，深圳即連續3天出現灰霾天
氣，《深圳特區報》報道，市人居環境委環境科學研究
院分析認為，大運會後深圳空氣質量明顯下降，主要與
污染源排放增加有關，加上低壓槽及颱風前氣流影響，
把北部內陸城市的污染物帶至深圳，令近日大氣邊界層
的混合層較低，污染物不易擴散所致。

空污指數飆升逾倍
《深圳特區報》報道，深圳市環境監測數據統計顯

示，從本月1日至11日，深圳的空氣污染指數範圍在24至
33之間，平均數為27；本月12日至24日的空氣污染指數
則介乎15至29，平均為22；而剛過去的周四及周五(即25
日和26日)，空氣污染指數急升至56和55，前日深圳的空
氣污染指數更達59。
市人居環境委環境科學研究院自大運會結束後，一直

就深圳空氣質量管理措施進行定量評估，政府部門將據
此制定空氣質量的長效管理機制。

限產限行空氣改善
市人居環境委環境科學研究院分析指出，深圳市從本

月1日開始，執行環境空氣質量保障的各項臨時管制措
施，以確保大運會進行期間深圳市內空氣的質素，當中
包括對電廠、工業源、機動車、揚塵源等，採取了關停
限產、工地停工、機動車限行和禁行等措施，同時亦倡
導「綠色出行」活動，大大降低了污染源排放，令環境
空氣質量大為改善。惟大運會結束後，24日起除黃標車
限行仍繼續維持，大部分限制污染源排放的臨時措施已
撤銷，污染源排放即時增加，深圳空氣質量明顯下降。

塵粒隨低壓槽南來
而深圳市的空氣質素亦受氣象影響。研究院分析指

出，大運會前及大運會期間，影響深圳的氣團來自海
上，較為潔淨有利於污染物的擴散和稀釋。但自24日
起，華南地區低壓槽逐漸向南海推進，同時受菲律賓東
部海面的「南瑪都」颱風前沿帶來的偏北下沉氣流影
響，主導風向由偏南風轉為偏北風，將北部內陸城市的
污染物帶至深圳，加上近日大氣邊界層的混合層較低，
污染物更難擴散。

大運剛閉幕 深重現灰霾

■西貢浪茄女子行山中暑不適。

■「光化煙霧」效應下，香港昨日空氣污染指數偏高，路人要掩鼻「 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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