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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裕華、聶曉輝）為

吸引外資流入本港，入境處2003年10月推出資

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讓沒有在港經營任何業務

的人士，以投資移民身份定居。然而，本港近

年樓宇炒風熾烈，入境處2010年10月修例，暫

停把房地產列入投資類別，但已申請者則有半

年計劃投資期。數字顯示，去年房地產投資金

額高達159.1億元，較2010年91.5億元高近

74%。入境處指，這情況因為不少投資者修訂

計劃前趕搭「尾班車」所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去年9月
底，政府首宗外傭申請居港權官司敗訴
後，入境處過去3個月內，接獲631宗外傭
居港權申請，每月平均200多宗，較去年1
至8月、即官司審結前，每月平均僅1宗，
飆升約200倍。對於被指631宗申請遠少於
政府預期的12.5萬宗，入境處處長陳國基昨
日回應指，首宗官司敗訴後，政府已提出
上訴，等候上訴期間，處方已暫緩所有外
傭居港權申請，故暫未有大批外傭申請屬
正常，「（外傭）不會明知現時暫緩申請，
也急於申請。」

推算12.5萬外傭申請居港有根據
陳國基強調，政府預計，有12.5萬名在港

住滿7年的外傭申請居港權，有關推算並非
「靠嚇」，而是根據事實推算。現時，未能
預測上訴審結後，外傭申請居港權會否增
加或減少。他又指，上訴官司將於下月在
高等法院上訴庭審理，希望政府上訴得
直，不用終極上訴至終審法院。

去年9月30日，高等法院就外傭Evangeline
B. Vallejos申請居港權司法覆核作出裁決，
裁定《入境條例》規定，外傭不被視為

「通常居住」香港的條文違反《基本法》。
政府隨後提出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裕華）內地孕
婦「闖關」來港產子問題越趨嚴重。入境
處處長陳國基昨日匯報去年工作概況時表
示，全年本港出入境人次高達2.53億，按年
上升5.2%。內地孕婦被拒入境個案隨之增
多，去年達1,930宗，較前年多近20%；更
曾有內地孕婦在羅湖橋穿羊水，須緊急送
往本港醫院分娩。

有坐跨境車 口岸穿羊水
陳國基表示，會嚴格執行特首曾蔭權提

出應對內地孕婦「闖關」措施，包括即時
遣返「闖關」孕婦，以及通知內地邊防，
不准曾被拒入境的內地孕婦再入境。同
時，入境處已向當局要求增聘285名「新血」

應付。
陳國基昨日表示，去年本港出入境人次

共2.53億，較前年上升5.2%。當中，訪港旅
客佔4,193萬人次，包括2,788萬內地客，較
前年升24%。不過，內地孕婦「闖關」個案
隨之增多，去年共有1,930名懷孕滿28周或
以上、但未有在港預約分娩服務的內地孕
婦被拒入境，較前年多近300名。部分孕婦
乘坐跨境車輛到港，甚或重複「闖關」，也
有險象環生情況，「有內地孕婦在羅湖橋
穿羊水，情況危急，須緊急送往本港醫院
分娩。」

特首曾蔭權前日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
時，提出4招應對內地孕婦「闖關」措施。
陳國基稱，會嚴格執行特首提及的措施，

包括即時遣返「闖關」孕婦，又會通知內
地邊境部門，不准曾被拒入境的內地孕婦
再進入香港。此外，入境處會聯同內地公
安，打擊接送內地孕婦來港的中介公司和
車輛。他又指，龍年「生仔潮」將至，相
信來港分娩的內地孕婦會增加，呼籲她們
切勿「闖關」。

明白壓力大 已增285人
對於入境處4個工會要求增聘人手應對內

地孕婦「闖關」，陳國基表示，明白前線員
工工作壓力大，已向政府反映情況，要求增
加人手，亦會簡化出入境程序，例如：讓合
資格內地旅客使用「e-道」出入境，「現時
入境處人員使用目測方法檢視內地孕婦，

『e-道』通道透明，更有助檢測。」他又稱，
已要求衛生署增派人手在邊境支援，衛生署
回覆指會積極配合。入境處2012/13年度會
按既定程序，增聘285人填補空缺：230人為
入境事務主任，55人為入境事務助理員。而
處方2011/12年度，則會招聘291名職員。

倪錫水建議 應聘400人
入境事務主任協會（外務）副主席倪錫

水表示，增聘人手為最有效應對內地孕婦
「闖關」方法，處方應增聘400人至500人才
足夠，但處方只計劃增聘285名「新血」，
難以分擔各邊境口岸人員工作壓力，尤其
是出入境人次甚多的管制站如羅湖、落馬
洲等。不過，倪錫水認為，特首曾蔭權已
表明打擊內地孕婦「闖關」，有信心入境處
能成功爭取增聘人手。而衛生署同樣會盡
快增派人手到口岸支援。

入境處處長陳國基指，2003年推出「資本投資者入
境計劃」。至去年底，共收到19,984宗申請，當中
13,111人已按照計劃投資，並獲批准居住香港。

1.3萬投資移民人均720萬
數字顯示，他們共投資949億元，每人平均投資額為

724萬元。
參與計劃人士可選擇來港投資金融或房地產，截至

去年底，前者投資總額逾575億元；後者則逾373億
元。然而，為遏制炒風，當局2010年10月14日作出修
訂，把根據計劃申請來港的投資門檻由650萬元增至
1,000萬元，並暫停把房地產列入計劃的可投資資產類
別；但在10月13日前已申請來港投資房地產的人士，
則有半年計劃投資期。

入境處數字顯示，2009年及2011年，分別有3,391宗
及3,384宗「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申請個案，但2010
年卻有6,760宗申請。單計房地產投資金額，由2010年
91.5億元，急增至去年159.1億元，反映大量房地產投
資者趕搭「尾班車」。此外，目前另有2,306名申請人，

已獲原則上批准計劃申請。

去年優才專才獲批升8.6％
陳國基指，入境處2003年7月15日起，實施輸入內地

人才計劃，成功引入很多來自不同行業，以及具有認
可資歷的內地優秀人才與專才來港工作。截至去年
底，入境處共接獲57,062宗透過有關計劃來港工作的申
請。他們從事的行業包括：「學術研究與教育」、「藝

術與文化」、「商業及貿易」等等。單在去年，入境處
已批准8,088宗申請，較2010年獲批的7,445宗，上升
8.6%。另外，入境處2006年6月推出優秀人才入境計
劃，讓世界各地優秀人才毋須先獲本地僱主聘用，便
可申請來港定居。

截至去年底，該處共收到6,719份申請，並已有2,904
人申請成功，主要來自「金融與會計服務」、「資訊科
技與電訊」及「商業與貿易」3界別。

內地孕婦「闖關」 1,930宗被拒增2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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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急症超多 手術死亡率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醫管局

「手術成效監察計劃」報告披露，仁濟醫院
緊急手術及屯門醫院非緊急手術，死亡率之
高，冠絕全港公立醫院。專家分析指，有關
醫院人手短缺，仁濟醫院每名外科醫生，每
年接收300宗急症，遠高於其他公院，加上
部門之間及資源協調不足，是影響醫院表現
的主因。醫管局建議，仁濟醫院避免進行大
型及複雜手術，考慮轉介至其他醫院。

醫局建議分流大手術
報告分析指，仁濟醫院外科醫生人手嚴重

不足。每名外科醫生每年接收300宗急症，
數量遠高於200宗的平均數。同時，該院深
切治療部對術後病人支援不足，放射科人手
亦短缺。除了人手問題外，該院深切治療部
與外科協調不足，影響病人治療效果。醫管
局手術成效監察計劃總監袁維昌醫生建議，
仁濟醫院「把大型及複雜手術分流至其他醫
院」。

九龍西醫院聯網發言人回應查詢時指，正
協助仁濟醫院推行措施紓緩問題，包括加強
對深切治療服務的支援，改善緊急手術後病
人的護理；麻醉科醫生亦會優先處理緊急外
科手術；轉介情況穩定的病人往瑪嘉烈醫
院。

屯院緊急手術輪候太久
報告同時透露，屯門醫院緊急手術輪候時

間過長，不少手術需待深夜後進行，或致病
情惡化。此外，該院術後察覺病人出現併發
症過遲，部分病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院觀察時
間不足。醫管局外科中央統籌委員會主席莫
碧添醫生坦言，有醫院深切治療部病床不
足，病人術後須在外科病房留院，並使用呼
吸機，增加併發症風險。報告建議，屯門醫
院醫生考慮調往其他醫院交流及觀摩，提升
服務質素。

對於有醫護批評報告結果不公平，袁維昌
強調，報告旨在透過手術成效找出醫院可改

善之處，公立醫院整體表現有所進步，醫療
質素亦達國際水平，呼籲公眾毋須擔心。

《手術成效監察計劃》按併發症及死亡率
評估手術成效。第3份報告披露，仁濟醫院
和將軍澳醫院在緊急手術中表現最差，術後
30日死亡率較預期高，仁濟醫院更連續第3
年「包尾」。兩院手術後，出現併發症表現
亦排榜尾。至於非緊急手術後30日的死亡
率，表現最差是聯合醫院和屯門醫院，術後
併發症表現最差，則是屯門醫院及北區醫
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伊利沙伯
醫院早前為一名「重磅」男嬰接生，過程中
出現「肩難產」情況，導致男嬰腦部缺氧逾
20分鐘。昨日男嬰家屬與院方再次會面，表
示不滿院方未有交代事故原因，亦未有承認
錯誤。對於男嬰日後的醫療跟進，院方也未
有作出實質承諾。家屬預料，農曆新年後
院，方會完成事故醫療報告，屆時將再決定
下一步行動。現時，家屬保留法律追究權
利。院方回應指，已多次與嬰兒家屬會面，
並詳細解釋情況，將繼續與家屬保持溝通。

接生20分鐘 促交代程序
男嬰現時在伊利沙伯醫院新生嬰兒深切治

療部留醫，已恢復知覺。男嬰父親歐先生表
示，一般「肩難產」是胎兒過重，出生時卡
在盤腔所致，但脫離母體平均只需5分鐘；
今次接生卻用上20分鐘，令兒子腦部嚴重缺
氧，要求院方交代醫療程序。

歐先生引述院方回應指，因其兒子情況罕
有，需要多次嘗試催生，並強調已盡力接
生。歐先生不滿院方未能清楚交代事故原
因，亦沒有承認責任，對於兒子將來支援，
院方亦未有作出實質承諾。歐先生投訴，分
娩時，他和妻子曾多次要求剖腹分娩，但院
方沒有接納，質疑醫院人手不足，硬要產婦
自然分娩。歐先生預料農曆新年後會有醫療
報告，屆時將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院方：已提供適切治療
伊利沙伯醫院回應指，已先後3次與男嬰

家屬會面，詳細解釋和交代情況，並會繼續
與家屬保持溝通。院方認為，個案是由於分
娩過程中的併發症所致，並已為產婦提供適
切治療，強調醫護人員已就個案臨床情況，
包括各項風險因素，考慮是否適合剖腹，並
不存在資源不足而拒絕為產婦開刀情況。

重磅嬰難產腦缺氧 家屬斥伊院卸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

前年長沙灣麗昌工廠大廈發生4級
大火，消防處早前透露將會懲處沒
有按指引執行職務的5名職員。消
防處職工總會不滿處方未展開內部
紀律聆訊前便武斷判罪，質疑處方

有「未審先判」之嫌。工會認為，前線
消防員面對突發情況時，難以完全遵從
既定指引，要求處方彈性處理，並加強
與員工直接溝通。工會稱，倘若未獲合
理回覆，不排除在不影響市民安全的情
況下，發起按章工作行動。

促麗昌大火審訊人情化
消防處職工總會副主席謝守龍表示，

麗昌工廈大火經死因庭審判後，消防處
內部會展開紀律聆訊，當事人屆時可提
出抗辯。不過，至今仍未進行聆訊，處
方卻「未審先判」為員工定罪，擔心直
接干預聆訊結果。「消防員在救人時，
亦要自救」，認為處方審判有關案件
時，應人情化處理。

斥縮工時讓步未經同意
此外，消防員多年來，一直爭取把每

周工作54小時縮減至48小時。謝守龍不

滿，早前政府紀律部隊人員總工會代表
在立法會會議上，未經會員同意，便向
立法會提交文件，要求縮減每周工時至
51小時。他表示，總工會未有尊重和聆
聽員工訴求，並指上月9日，工會曾與
保安局和消防處代表會面，商討工時問
題。會後，局方要求處方提交可行方案
予工會商討，但至今未接獲任何方案。

謝守龍表示，有關紀律處分和工時問
題已影響員工士氣。工會本月中旬已去
信處方要求解釋，但至今未有任何書面
回覆，希望處方盡快回覆，否則不排除
發動按章工作等工業行動。

至截稿時，消防處未有回覆有關查
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衛
生防護中心在添馬艦新政府總部及
立法會大樓多處發現退伍軍人桿菌
含量超標後，已全面消毒。最新抽
取的451個樣本中，已有293完成化

驗，全部樣本顯示退伍軍人桿菌含量沒
有超出1個菌落形成單位的標準。衛生
防護中心表示，餘下樣本化驗結果，可
望農曆新年過後完成。

當局最近已完成在新政府總部、立法
會綜合大樓、行政長官辦公室和添馬公
園消毒工作。

最新抽取的451個樣本中，已有293個
水樣本已完成化驗。化驗報告顯示，
284個水樣本退伍軍人桿菌含量，低於
檢測限值0.1個菌落形成單位；其餘9個
樣本含低濃度由每毫升0.1個至0.5個單
位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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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工會質疑處方「未審先判」

新大樓退伍軍人菌無超標

■消防處職工總會不滿處方未展開內部

紀律聆訊前便武斷判罪。

香港文匯報記者謝雅寶 攝

■簡化入境程序，「e-道」通道透明，有

助檢測內地孕婦。 資料圖片

■陳國基總結投

資移民計劃，至

去年底收到近二

萬宗申請。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國權 攝

■袁維昌醫生

(右)建議仁濟醫

院「把大型及複

雜手術分流至其

他醫院」，左為

莫碧添醫生。

香港文匯報

記者廖穎琪 攝

■歐先生(左二)

和妻子(左三)表

示不滿院方未

有承認錯誤。

香港文匯報

記者林曉晴 攝

趕搭尾班車
投資移民買樓增
修訂計劃寬限半年 房地產投資159億升74%

■入境處昨日匯報去年工作概況時表示，內地孕婦被拒入境個案增多，較前年多近20%。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