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每年9月
為「世界淋巴癌關注月」，香港血癌基金
副會長梁憲孫指出，香港淋巴癌有年輕化
及普及化跡象，最小患者更不足10歲，遠
低於55歲的中位數。他表示，淋巴癌的病
徵並不明顯，患者大多有淋巴腺腫大的現
象，其他病徵則包括咳嗽、氣喘、發熱、
出汗等現象，易與感冒混淆，如市民持續
感到身體不適，應及早檢查，早期淋巴癌
的康復率高達80%以上。
梁憲孫指出，香港淋巴癌新增個案由約

10年前的每年約600宗，增至現時逾700
宗，並有年輕化趨勢，不少患者不足50
歲，患者年齡中位數為55歲，較其他癌症
約60歲為低。醫學界目前仍未充分掌握淋
巴癌的成因，但相信與遺傳無關，只知愛

滋病帶菌者及曾接受放射治療的患病機會
較高。

病徵持續咳嗽 易與感冒混淆
現年22歲的鄧愛恩，2年前突然持續咳嗽

近3個月，初時只以為是感冒，經多次檢
查確診淋巴癌，幸未有擴散，接受6次標
靶藥物治療及22次電療後，現已康復。鄧
愛恩說：「患病那7個月真的很辛苦、很
難受，當時亦對淋巴癌的認識不深，幸終
成功捱過去，現在可繼續學業，今年底大
學畢業。」
香港血癌基金、心血會及香港骨髓移植

復康會，合作推出全港首個淋巴疾病
iPhone及iPad應用程式，為病人、照顧者及
大眾提供全面及正確的淋巴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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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淋巴癌年輕化 最細患者不足10歲

部分英聯邦制醫學院畢業 料融合無難度

公院搵外援 29英澳醫生獲聘

伊院再有病人染抗藥腸鏈球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伊利沙伯醫院一個腦外科病

房早前爆發「抗萬古霉素腸道鏈球菌」，院方按既定感染控
制程序進行追查後，發現再有一名49歲女病人帶菌，該名病
人現時情況穩定，正接受隔離治療，有關樣本化驗仍在進行
中。院方已加強感染措施，並會密切留意情況。該院已將有
關個案通知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及衛生防護中心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曾偉龍）香港公立醫院的醫生人手嚴重不足，醫管

局正計劃招聘海外醫生，紓緩人手問題，迄今收到逾百份申請，當中29名醫生初步通

過資格審批，可以豁免考試在公立醫院工作。有負責審批計劃的成員透露，該29名醫

生來自英國及澳洲，部分人畢業於英聯邦制度下的醫學院，相信融合上

並無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去年全港有6630
人死於心臟病，當中1/3是猝死。心臟專科學院指
出，吸煙和過重是猝死主要「元兇」，非吸煙者比
煙民的猝死風險低75%；體重正常較過重人士的
猝死機會也低56%。心臟病發時，若未能即時急
救，病人可於5至10分鐘內死亡。心肺復蘇法新指
引建議，先替病人進行心外壓而毋須人工呼吸，
存活率較傳統做法高22%。

不人工呼吸 可鼓勵途人施救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前院長蔣忠想表示，心臟病

發首5分鐘是施救的「黃金5分鐘」，每延遲1分
鐘，生存率遞減10%。傳統的心肺復蘇法程序是
先保持患者呼吸暢通，然後進行人工呼吸，最後
才施以心外壓，但去年美國心臟協會發表新指
引，建議首1分鐘為病人進行心外壓100次，向下
壓幅度約1.5至2吋深，而毋須進行人工呼吸。
蔣忠想指出，新指引可免除施救人員對人工呼

吸的顧慮，包括感尷尬和擔心染傳染病等，有助
鼓勵更多途人為病人急救，更重要是有研究發
現，新指引的病人存活率比傳統方法高22%。

非吸煙者 猝死機會減75%
此外，最新的醫學研究顯示，良好生活習慣可

將猝死風險大減70%。有研究由1984年至2010年，
追蹤81,722名女性的生活習慣，當中321人猝死。
研究發現，非吸煙者比每天吸煙最少25支的女

性，猝死機會減少75%；正常體重的女性較過重的女性，猝
死機會減56%。
蔣忠想表示，生活習慣愈健康，猝死風險愈低，呼籲市民

保持健康生活，包括每周至少進行2小時帶氧運動，多吃蔬
果、魚類及全穀類等食物，以及避免吸煙，減低猝死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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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公立醫院醫護人手不足，內科、麻醉科及
急症室的情況尤其嚴重，醫管局正招聘海外醫
生，目前有160名海外醫生申請來港工作，其中29
人符合資格。對於有前線醫生質疑海外醫生的專
業水平，醫管局有限度執業註冊計劃成員梁憲孫
表示，審批的準則會視乎海外醫生的背景，他們
部分是在英聯邦醫學院畢業，相信不會出現融合
問題。

「求職醫生非失業，是回流」
梁憲孫說：「初步看過他們就讀的醫學院，也

看過他們畢業後的經驗及考過的專科試，部分仍
須作進一步批核。」他指出，1997年回歸前，也有
英聯邦醫生免試在香港執業，相信問題不大，

「現時求職的醫生並非失業，只是想回流香港。」
梁憲孫強調，該批醫生免試只限在醫管局內工

作，若他們要私人執業或離開醫管局，均需要通
過相關執業試。
香港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科學系主任林順潮表

示，現時公立醫院醫生人手不足，國際間有從海
外招聘醫生的經驗，認為這是一個可接受的政
策。他表示，招聘海外醫生須考慮4大因素，包括
國際是否有此先例、本地醫生供求比例、病人安
全及地區性問題。他解釋，地區性問題是指香港
部分疾病，例如肺結核及鼻咽癌病發率較外國為
高，醫管局需為外國醫生提供針對性培訓，讓醫
生認識本地常見疾病。
林順潮指出，外國醫院的工作量相對地低，外

國醫生來港後需時適應，「外國醫生一個早上可
能只看15名病人，但在香港，同樣時間內可能已看
了50名病人。」他認為，醫管局除了考慮醫生的基
本能力外，也要將醫生的語言、文化及專科等條
件一併考慮。
另外，林順潮表示，公立醫院流失不少資深醫

生，離巢醫生除了考慮薪酬福利等條件外，也會
考慮公營體系能否輔助個人專業發展，或進行醫
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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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血癌基金、心血會及香港骨髓移植復康會，已合作推出全
港首個淋巴疾病iPhone及iPad應用程式，為病人、照顧者及市民
大眾提供全面及正確的淋巴癌資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廣東旅博會簽資超370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于濱、顧一丹 通
訊員 東田 廣州報道）2011中國（廣東）
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日前閉幕。本屆旅博
會成果豐碩，不僅展覽面積和展位均居內
地同類展會首位，展示了旅遊業整體形象
與發展趨勢，且人氣超旺，投資貿易活
躍，達成了一批合作合同、協議和意向。

宜昌度假區擬投100億
本屆旅博會展覽面積達7萬平方米，

標準展位3000個，吸引包括旅遊產業
鏈上下游企業在內的境內外高端旅遊
專業參展商超過1萬名，展會期間參觀
參展人數達32萬人次，簽訂投資與貿
易合同、協議、意向16個、總金額達
373.4億元，項目主要有兩類：一是旅
遊投資類項目，共11個、總金額325.4
億元（合同金額40.18億元、協議金額
115.22億元、意向金額170億元）。其中

外省、外國到廣東投資10個，金額225.4億
元；廣東企業對外省投資項目1個，廣州嶺
南國際企業集團有限公司與湖北省宜昌市
長陽土家族自治縣政府簽署投資度假區開
發項目意向金額100億元。二是旅遊貿易項
目共5個，協議金額48億元，其中外國企業
採購項目2個，協議金額16億元。

港企推動內地「城市藍天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有香港投資公司參與發起、旨在
降低各城市碳排放總量的「城市藍天
計劃」日前在京正式啟動。據該計劃
有關負責人稱，預計未來3-5年，中
國內地將有100個城市實施「城市藍
天計劃」。

產品均採軍工技術
該行動計劃由中國科技教育基金

會、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中國趨
勢控股有限公司聯合發起。作為香港
為數不多關注軍工板塊的投資公司，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的項目相關負
責人介紹，該計劃在內地各大城市展
開，所有產品均將使用軍工技術製
造。
「城市藍天計劃」是針對城市的交

通、照明、建築和辦公四大系統提出

系列解決和保障方案，分別對城市進
行支線電動公交、LED照明系統、新
型低碳建築材料和辦公一體機進行全
面的改造和支持。相關負責人介紹，
通過深度整合軍民兩用的「新能源、
新光源、新材料、新媒體」等四新產
業技術，各個低碳項目的節能率將達
到或超過90%，從而降低整個城市的
碳排放量。

四大系統降碳排放
據悉，已經有數十個城市有意推進

「城市藍天計劃」。項目負責人介紹，
該項目實施將為落地城市提供就業崗
位7950個，每年新增產值7.28億元人
民幣，碳排放量減少量增5.8萬噸。預
計未來3-5年，中國內地將有100個城
市實施「城市藍天計劃」，未來10年
實施該計劃的城市將增加到1,000個。

江澤林表示，西咸新區實現大發展需
要金融部門大力支持，無論是基礎設
施、基礎產業和重大項目建設，還是人
文、生態等各項社會事業發展，都需大
量資金保障。西咸新區願與開發銀行等
各金融機構在多領域、深層次和大規模
上開展合作。姚中民表示，國開行將充
分發揮自身規劃優勢，支持西咸新區編
制系統全面融資規劃，推動建立現代投
融資體制，緩解西咸新區發展的資金瓶
頸制約；同時，利用國開行的「投、
貸、債、租、證」組合融資優勢，以市
場化運作機制增強資金配置效率，以全
面的金融服務支持西咸新區建設。西咸

新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王軍與國開行陝
西分行行長黃俊代表雙方簽署了合作協
議。

提供系統性融資顧問服務
根據協議，國開行陝西分行將參加西

咸新區發展規劃的編制工作，為西咸新
區提供系統性融資規劃，覆蓋區域、產
業等重點領域的金融需求，為西咸新區
的發展提供堅實的金融保障。同時，國
開行陝西分行將通過開展企業債券、中
期票據、股權融資和融資租賃等業務，
為西咸新區內的重大項目建設提供資金
支持。

新區建設提升為國家戰略
西咸新區管委會將聘請國開行陝西分

行作為其金融顧問，由國開行陝西分行
為西咸新區投融資體制建設、產業發
展、重大項目融資、資本市場融資、金
融培訓等提供全面的顧問諮詢服務。

據了解，2010年12月國務院頒布的
《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要求「推進西
安、咸陽一體化和西咸新區建設」，標
誌 西咸新區建設已提升為國家戰略，
成為新一輪國家西部大開發的戰略中
樞，承擔 「建設大西安，帶動大關
中、引領大西北」的重大歷史使命。

西咸新區發展獲國開行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熊曉芳 西安報道）國家開發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陝西省分行與陝西省西咸新區開發建設管理委員會日前簽訂開

發性金融合作協議，以全面快速推進西咸新區開發建設，擴大融資

渠道。國家開發銀行黨委副書記、監事長姚中民，陝西省委常委、

副省長、西咸新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江澤林出席簽

約儀式。

中石油長沙建大型油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穎 長沙報道）由中石

油投資興建的長沙油庫工程日前在長沙望城區銅
官鎮啟動建設，油庫總投資約8億元。主要建設
內容為40萬立方米油庫庫容和1條配套油庫鐵路專
用線及1座12車位公路發油台，油庫規劃淨用地面
積380畝，預計明年12月建成投運，建成後將成為
湖南省規模最大的成品油油庫，將從根本上改變
長沙乃至湖南全省成品油資源供應不足的局面。
為有效緩解石油供應缺口及油荒現象，中石油

經報請國家發改委批覆同意，決定將原規劃的
「蘭州—鄭州—武漢成品油管道工程」延伸至長
沙。上述油庫為與該工程配套的項目。

烏海建唐老鴨倉儲物流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 陳慶 內蒙古報道)內

蒙古烏海市將建唐老鴨倉儲物流配送中心，預期
在2年內開設50家唐老鴨連鎖超市。這是鄂爾多
斯唐老鴨商貿連鎖銷售集團投資1.1億元建設的
大型項目，佔地總面積50畝，主要開展冷凍庫、
冷藏庫、常溫庫，配套食品加工車間以及配套綜
合辦公區的建設，項目完成後預計銷售額達1.5
億元/年。
據悉，唐老鴨還將建設配套的蔬菜等食品生產

基地，以滿足超市70%的產品供應。

永川城建十年投2300億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李京 重慶報道） 記

者獲悉，重慶永川未來十年將在77個項目上投資
約2,300億元加速推進「雙百」城市建設，預計
2020年實現「雙百」目標，屆時，永川作為地域
性中心城市功能和水平將大大提高。據了解，總
投資中用於促進共富的民生投入將超過1,000億
元，主要包括戶籍改革260億、城鄉基礎設施一
體化120億、城鄉公共服務100億、三權抵押30
億、微企資助10億以及共富16條工資收入提高幾
個百分點200億等。

文化建設五年投入30億
永川區區長蔣又一表示，永川具有傳統的茶竹

文化，同時也是中西部唯一的書法之鄉，建設
「雙百」城市，要「以文化人，以文建城，以文
興業」。未來五年政府投入文化建設將接近30
億，佔政府300億元總投入的10%，包括博物
館、體育館、古鎮等，兼顧城鄉文化公平，用文
化元素來裝點城市，在建設現代化大城市的同時
豐富永川的文化內涵。

■旅博會簽約16項目，成交額373.4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濱 攝

■西咸新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王軍（左）與國家開發銀行陝西分行行長黃俊簽署合
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熊曉芳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