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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計劃由今年6月起，擴大《不良醫藥廣告條

例》的禁制範圍，把口服健康產品納入監管，就6

組口服健康產品聲稱，作出禁止或限制的規定。

業界估計，現時數以千計的健康食品將受影響。

近年來，本港各種健康產品大行其道，但不少產

品的療效及成份卻與廣告所宣傳的不相符，誤導

消費者之餘，更損害市民健康。當局擴大對失實

醫藥廣告的規管範圍，確有必要。不過，現行本

港法例對於健康產品的規管過於零碎，不利統一

規管。長遠而言，當局應效法外國訂立一條專門

法例，全面監管健康產品，在保障市民消費權益

和健康的同時，也可通過規範保健市場，為本港

帶來商機。

當局這次修例，主要是加強規管6組口服健康產

品的廣告，包括降血壓、降膽固醇、調節內分泌

及預防乳房腫塊等常見疾病。隨 市民愈來愈注

重健康，各種健康產品大量在市場湧現，不少更

在廣告中宣稱有醫療效用，吸引消費者選購。然

而，消委會及審計署過去多次抽查發現，市面上

不少自稱有醫療效用的健康產品，實際上是名不

符實，但在鋪天蓋地的廣告潛移默化之下，令不

少病者信以為真，浪費金錢之餘，更可能延誤治

療，後果極為嚴重。當局現時將市面上較常見的

健康產品納入規管，禁止失實廣告繼續誤導消費

者，值得支持。

經修訂的《不良醫藥廣告條例》，雖然將規管的

健康產品種類大幅增加，但始終未能將全部產品

都劃一規範，例如在市面上種類繁多的減肥、排

毒等產品都未有包括在內，而這些產品其實都存

在誤導性宣傳的問題，過去相關投訴也是屢見不

鮮。現時當局只通過修修補補的方式，逐步擴大

規管範圍，好處是簡單快捷，不必花費大量時間

去審議法例，但問題是難以跟上規管的需要，加

上現時本港規管健康產品的條例分散，規管罰則

也是過於寬鬆，未能為消費者提供全面的保障。

當局應參考外國的經驗，制訂一條專責法例規管

所有的健康產品，並加強刑罰，讓執法者有法律

依據，加強法例的阻嚇力。

本港擁有先進的科學鑒定技術設備和誠信購物

的商譽，不少旅客甚至專程來港購買各種成藥及

健康產品，反映本港大有條件發展成保健產品的

研發、銷售及檢測基地，帶動高增值產業的發

展。但前提是要將保健產品市場規範化，提升保

健產品的鑒定和監管水平。當局應在法律及制度

上整頓保健產品市場，除了保障消費者，亦可為

香港開創新的商機。

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17次工作會議昨日在

香港舉行，雙方合作項目增加至86項。 在便

利往來方面，今年的工作重點是落實3項新措

施：一是按計劃在3月實行粵港過境私家車一

次性特別配額第一階段的試驗計劃；二是在

本年內推出八達通及嶺南通二合一卡，方便

兩地居民在兩地使用公交系統和零售消費；

三是港方進一步推廣「ｅ道」服務，於本月

起在羅湖及落馬洲支線管制站讓已登記經常

前來香港的內地訪客使用「ｅ道」。

國家「十二五」規劃明確指出，要深化粵

港澳合作，打造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

群。面對區域經濟競爭日趨激烈，粵港經濟融

合發展需要加快。加強粵港便利往來，打通兩

地在交通往來、電子貨幣、消費模式方面的界

限，暢通兩地人流物流資金流，對於加快兩地

經濟社會融合發展，促進兩地消費，完善兩地

交通配套，都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推進粵港同城化不單是金融經濟範疇，也

涉及便利兩地居民往來、生活及消費等。一

直以來，粵港兩地都研究推出方便自駕車過

境的安排。始終現時擁有兩地車牌的人士只

屬少數，隨 兩地經貿日趨緊密，對於自駕

車過境的需求肯定不斷上升。今年3月實行粵

港過境私家車一次性特別配額第一階段的試

驗計劃，為兩地居民的往來交流提供便利，

不僅有利港人北上自駕遊，方便許多在廣東

省投資設廠、公幹往來的港人，而且港珠澳

大橋建成後，粵港過境私家車特別配額將吸

引更多車主選擇使用跨境基建往來兩地，可

提升大橋的車流量。

在本年內推出八達通及嶺南通二合一卡，

不但對兩地居民往來消費提供了巨大方便，

省卻了兌換的麻煩，而且更是兩地電子貨幣

互通的重大舉措，將改變兩地居民的消費模

式，吸引更多內地居民來港消費。近年由於

人民幣不斷升值，加上香港的商品品質有保

障，八達通及嶺南通二合一卡將吸引愈來愈

多內地居民來港消費，遠遠大於港人北上的

消費，對香港絕對是利大於弊。香港要做的

是保持良好的商譽和待客之道，讓內地居民

來港消費感到開心和物有所值。

港方進一步推廣「ｅ道」服務，讓已登記

經常往返香港的內地訪客使用「ｅ道」，可加

快關口疏導，消除關口的瓶頸效應，更方便

內地訪客來港旅遊消費。 (相關新聞刊A2版)

規管健康產品 保權益拓商機 粵港便利往來 加快融合發展

公院缺人事故增 望聘兼職醫紓困

禁用「治療」胸腫「調節」尿頻「降低」血壓改字眼

6組口服健康產品 年中受規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香港
公立醫院屢次出現醫療失誤事件，
其中單是2010年10月至去年9月，已
有44宗嚴重醫療事故呈報個案，較
對上一個年度增加11宗。有立法會
議員對個案數量持續高企表示不能
接受，又指醫護人手不足間接產生
醫療事故。醫管局聯網服務總監張
偉麟承認，公立醫院醫生數目雖然
每年出現正增長，但現時仍缺200

人，未來3年人手不足情況嚴峻，希
望兼職醫生可紓緩人手短缺問題。
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昨日召開

會議，討論公營醫院醫療事故的處
理問題。數字顯示，2010年10月至
去年9月，公立醫院共有44宗嚴重醫
療事故呈報個案，較對上一個年度
增加11宗。食物及衛生局副秘書長
謝小華指出，現時公立醫院出現嚴
重醫療事故，必須24小時內呈報，
並同時按照既定程序妥善處理，院
方會研究事件的成因及改善措施。
她又表示，醫管局過去一年加強了
醫生及護士的人手招聘，目標是盡
量做到最完美。

陳克勤：缺人手間接釀事故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潘佩璆指出，

嚴重醫療事故數字過去幾年並無減
少，認為不能接受。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陳克勤認為，人手不足間接產

生醫療事故。另一名立法會議員鄭
家富更批評醫管局「草菅人命」，認
為當局應設醫療申訴專員，獨立處
理及調查醫療事故。

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廖慶榮指
出，絕大部分醫療事故都是程序上
出錯多於人為因素，局方已採取措
施減低風險。

醫局：公院仍缺200醫生
醫管局聯網服務總監張偉麟承

認，本港公營醫療體系醫護人手嚴
重短缺。他指出，近年醫生流失率
約為5%，較數年前約6%回落，但
公立醫院仍缺200名醫生。他又指，
每年的醫科畢業生數目由2008年前
的310人減至去年的250人，但每年
仍有正增長，期望未來數年醫科畢
業生人數逐步增至每年300人至320
人，加上在市場上招聘兼職醫生，
可以紓緩人手短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對於
港府以不良醫藥廣告條例規管口
服健康食品，立法會議員普遍歡
迎做法，但認為現時修訂仍未夠
全面。有議員質疑，坊間的減肥
產品琳琅滿目，不少稱聲功效更
誇張失實，例如服用後不用做運
動，可減兩吋腰圍等，認為當局
應把相關產品納入規管。食物及
衛生局則回應，與業界溝通商討
後，認為減肥、燒脂或排毒等產
品，較少令病人延誤醫治，暫時
未有考慮規管。

失實講座引長者無王管
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上，多名議員均對口服健康食品
的規管表示關注。民建聯議員葉

國謙表示，除了口服健康產品的
廣告，現時不少公司會在地區層
面舉辦講座，並以免費禮物吸引
長者等人士出席，在講座期間會
推廣有關健康產品，游說他們購
買，若有關職員在現場大講失實
聲稱，現時的修例未能有效保障
消費者利益。

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則指，
現時市場上充斥的健康食品數以
千計，卻未有統一法例監管，要
求當局立法規管所有健康食品。
亦有議員反映，現時嬰兒奶粉廣
告的稱聲亦有失實誇大之嫌，醫
學界及消委會亦相繼提出相關問
題，但現時有關電視廣告卻未有
竭止，促請當局盡快處理相關問
題，一並規管。

食物及衛生局副秘書長謝小華

回應表示，保健產品是否誇大其
詞，是否存有保健效果，為商品
及其成效的問題，這與食物標籤
法有關。衛生署副署長譚麗芬則
稱，會向當局反映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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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
昨討論《不良醫藥廣

告(修訂)條例》的生效日
期。食物及衛生局表示，
2005年已修訂《不良醫藥
廣告條例》，把禁制範圍擴
至6類聲稱，並涵蓋所有口
服保健產品，但不包括慣
常只用作食物或飲品的產
品。隨 《中醫藥條例》
有關強制註冊等規定已全
面實行，當局計劃於今年6
月1日實施不良醫藥廣告的
相關修訂。
當局表示，新增被禁止的

共有3組，包括不容許任何
廣告作出「預防、消除或治
療乳房腫塊」、「調節生殖
泌尿系統機能」(如尿頻、
小便便意急迫和前列腺機能
阻滯等)及「調節內分泌系
統」(如增加雌激素分泌等)
的聲稱。另外，口服健康產
品的廣告亦不能作出，可調
節血壓、血脂(膽固醇)和血
糖的3組聲稱，但可透過
「此產品適合關注血壓的人
士服用」、「或有助於穩定

血壓」等指定形式出現。

免市民生「自醫」錯覺
食衛局副秘書長謝小華表

示，希望加強規管後，可避
免相關產品給予市民可自行
治病的錯覺，以免患病市民
僅自行購買及服用產品，導
致出現延誤醫治的情況。她
又補充，條例亦規定有關健
康產品若無根據《中醫藥條
例》或《藥劑業及毒藥條例》
註冊，需加入相關卸責聲
明，標明未有作出註冊。

違例初犯罰5萬囚6月
當局亦決定提高不良醫藥

廣告的罰則。凡違反條例，
初犯者罰款由1萬元，增加
至5萬元及監禁6個月；重犯
罰款則由2.5萬元及監禁1
年，提升至罰款10萬元及監
禁1年。當局會於本月18日
把《2012年〈2005年不良醫
藥廣告(修訂)條例〉(生效日
期)公告》提交立法會，並
會以「先訂立、後審議」方
式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港府計劃由今年6月

起，擴大《不良醫藥廣告條例》的禁制範圍，把

口服健康產品納入監管。當局聲稱，就6組口服健

康產品作出禁止或限制的規定，包括產品不得聲

稱可「治療」乳房腫塊、「調節」生殖泌尿系統

及內分泌系統；至於血糖、血壓及膽固醇產品，

在聲稱中則不能使用「調節」、「降低」或「平衡」

等字眼，但可改為「或有助穩定血壓」及「以關

注血糖人士為對象」等。業界估計，現時數以千

計的健康食品將受影響。

■葉國謙表示，現時不少公司舉

辦講座，並以免費禮物吸引長者

出席，失實地推廣健康產品，現

時的修例未能有效保障消費者利

益。 資料圖片

■立法會議員普遍歡迎政府加強規管口服健康產品。圖為市面上各類型的健康產品。 資料圖片

■張偉麟承認本

港公營醫療體系

醫護人手嚴重短

缺。 資料圖片

■潘佩璆指嚴重

醫療事故數字過

去 幾 年 並 無 減

少。 資料圖片

■謝小華表示，希望加強規管

後，可避免相關產品給予市民可

自行治病的錯覺，以免患病市民

僅自行購買及服用產品，導致出

現延誤醫治的情況。 資料圖片

避 免 錯 覺 勿 漏 講 座
■李國麟指出，現時市場上充斥

的健康食品數以千計，卻未有統

一法例監管，要求當局立法規管

所有健康食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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