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馮瀚林）擁
有45年歷史的華富 缺乏便利居民的設
施，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和潘佩璆早
前接獲不少街坊投訴，要求房屋署增加有
蓋行人通道及交通燈等。房屋署表示，將
會研究興建有蓋行人通道連接屋 和商
場，並探討在商場對出的十字路口增設交
通燈，以保障路人的安全。

與運署洽設交通燈
房屋署高級房屋事務經理黃悅忠、屋宇

保養測量師柯耀忠和署理房屋事務經理蕭
永祥昨日到華富 實地考察。工聯會社區
幹事陳智桓表示，因屋 和商場之間是校
車和巴士上落位，街坊要求房屋署研究興
建有蓋行人通道連接屋 和商場的可行
性，便利居民來往商場；他又要求房屋署
研究在商場對出的十字路口增設交通燈。
黃悅忠表示，因華富 路面結構問題，

興建有蓋行人通道會有技術困難，主要是
當年興建華富 時沒預留足夠空間，供加
建有蓋行人通道設施，會再作研究。他又

稱，增設交通燈是牽涉交通問題，需要與
運輸署溝通，但增設交通燈會阻礙交通流
量，令 內交通擠塞問題嚴重，將會與運
輸署研究其他可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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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棟國：上半年拒逾2000人入境 超去年總數
內地孕婦衝急症減70%

非本地孕婦衝急症室分娩統計
資料來源：醫管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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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孕婦未經分娩預約，衝急症室產
子，不但危害母嬰安全，更會加重醫

護人員負擔，甚至影響急症室服務。黎棟國
昨日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時稱，為確保
香港孕婦能得到優先婦產科及初生嬰兒服
務，以及遏止內地孕婦在臨盆一刻闖關，已
落實多項措施，包括加強入境管制、執法檢
控，以及與內地有關部門緊密聯繫。
入境處去年12月起全面加強對非本地入境

孕婦的規管，調派人手到重點出入境管制站
截查，並要求將近臨盆、即懷孕28周或以上
的內地孕婦，須向入境處人員出示「預約分
娩確認書」，否則會拒絕入境。黎棟國表
示，今年上半年，入境處已拒絕逾2,000名無
預約的內地孕婦入境，數字較去年全年總數
還多。

至今7名中介判囚
為打擊協助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內地中介

人，入境處利用情報、數據，以及與內地有
關當局緊密聯繫，作出針對性的截查和突擊
行動；黎棟國表示，截至目前為止，已有7

名涉及違法活動的中介人被判入獄，刑期最
高達10個月。此外，保安局自去年10月至今
年5月，共檢控超過300名逾期逗留的內地孕
婦，並安排遣返回內地。
黎棟國強調，當局的打擊措施已見成效，

內地孕婦未經預約闖急症室產子的個案顯著
下跌，由去年9月至12月高峰期的每月平均
150宗，降至今年1月至4月平均90宗，5月更
跌至45宗，上月1日至23日僅34宗。
醫管局資料亦顯示，非本地婦衝急症室分

娩的數字自年初一直有下跌趨勢，即使上月
有81宗，較5月輕微回升，仍較去年10月高
峰期的224宗，少逾60%。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吳凱恩、記者 曹晨）九巴脫班問題嚴
重，民建聯發現原只需等候11分鐘至12分鐘的巴士線，竟要苦等
30分鐘；質疑九巴以「鬼車」去彌補脫班，即同一輛巴士在40分
鐘內在同一車站出現兩次，較該線段來回行車時間100分鐘還要
短，相信該輛巴士只行走最後幾個站，以推高出車班次。九巴發
言人表示，班次常受路面交通狀況影響，並強調不容許以「鬼車」
推高班次數量。

6條路線候車超時50%
民建聯黃大仙支部今年5月及6月份抽樣調查來往黃大仙區的14

條巴士路線，結果發現抽查的所有巴士線均出現誤點現象，其中
3C、2F、268C、9、21、3等6條路線問題較嚴重，接近一半班次
的實際等候時間比九巴預計時間超出50%，有的班次甚至超出1倍
時間。如九巴承諾2F路線每班次相隔11分鐘至12分鐘，但有班次
卻距離上一班次達30分鐘之久。
民建聯黃大仙區議員袁國強表示，3C及21號巴士路線出現疑似

「鬼車」，即只行駛巴士線最後數個站，使部分線路在短時間內出
現多次同一輛巴士，懷疑是藉「鬼車」推高班次、改善脫班率。
九巴公布的行車時間資料，3C及21號線來回行車需時約100分鐘，
但曾發現分別相隔40分鐘及65分鐘，有同一車牌的巴士在同一車
站出現。

九巴：不計非正規編更
九巴發言人表示，巴士班次常受路面交通擠塞、封路、交通意

外或改道等影響穩定性，會與運輸署協商解決個別交通瓶頸問
題。發言人表示，九巴不容許以「鬼車」推高班次數量，如發現
不正規編排便會作出調查，亦不會計算到實際行走的班次數量
中。運輸署發言人未有就有關脫班及「鬼車」問題回覆。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吳建邦）天下
武功素有「北崇少林，南尊武當」的說法，
昂坪360本月2日至9月2日，在大嶼山昂坪市
集舉辦「武林大會─少林．武當匯聚
360」。少林和武當的武術大師除表演十八般
武藝外，還即席教授基礎功夫「少林五形拳」
及「武當基本拳」。有旅客對於功夫表演歎
為觀止，有意再來欣賞中國武術。
活動昨日於昂坪市集舉行啟動禮，約20名

少林及武當大師向現場人士展示「少林旗
陣」、「七星劍陣」及「太乙玄天拂塵」。擔
任啟動禮嘉賓的長洲太平清醮「包山之后」
鄭麗莎亦與大師即場較量一番。這是昂坪
360第五次舉辦有關武術的盛會，但卻是首
次加入武當元素，讓遊客可以一睹兩大門派
同台切磋交流武藝。

少林武當即場授徒
除武術表演外，大師亦會向市民傳授門派

基本功，包括「少林五形拳」及「武當基本
拳」，讓大眾親身體驗中國武術的博大精
深。
少林武僧趙振飛表示，習武無分男女，女

性筋骨柔軟，動作較優美；市民學習基本功
後，可進而學習象形拳如龍拳、蛇拳、虎拳
及豹拳等。鄭麗莎表示，身為中國女性，若

有機會，應學習中國武術。
內地旅客吳先生表示，現場各位大師的表

演讓他歎為觀止，有意再來欣賞中國武術。
另外，昂坪360將於7月27日至8月25日舉

辦「香港少林武術夏令營」，參加者將體驗2

日1夜的僧人生活，包括禪修和武術課，收
費800多元。
昂坪360商業及市務總管關敏怡稱，上月

底推出的海陸空大嶼遊、加上本月初開始的
武林大會，勢令昂坪360的人流大大增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醫管局
數據顯示，近年香港患乳癌及子宮頸癌的
個案有上升趨勢，以2008年分別有2,616宗
及358宗確診個案，2009年則分別上升至
2,945宗及453宗。民建聯昨發布的調查發
現，只有40%受訪女性有定期做婦科檢
查，反映多數女性對此意識薄弱。民建聯
副主席蔣麗芸建議，為全港婦女提供每3年
定期免費子宮頸細胞檢查、為基層弱勢婦
女提供免費的預防子宮頸癌疫苗注射；同
時參考歐美，為全港適齡女童免費注射子
宮頸疫苗，以防患於未然。

建議婦女三年一驗免費
民建聯深水 支部上月在九龍西深水
、油尖旺及九龍城三區以街頭問卷，訪

問了673名女性，了解她們對婦科檢查及預
防子宮頸癌的關注，當中72.4%受訪者的家
庭月入為1.5萬元或以下。34.9%受訪者表
示，由於婦科檢查費用昂貴而不會做檢
查，願意花上1,500元以上作身體檢查的女
性受訪者只有11.96%。

蔣麗芸促請政府為全港婦女提供每3年的
定期免費子宮頸抹片檢查服務；又因現時
市面上注射子宮頸癌的疫苗一般費用3,600
元左右，建議政府為基層婦女提供免費的
疫苗注射。
民建聯又建議政府為全港適齡女童免費

注射子宮頸疫苗，預計每年費用約為1億
元，但可大大減低女性患子宮頸癌的機
會，長遠亦能減輕政府的醫療負擔。婦科

醫生盧兆輝於記者會上亦指出，現時很多
歐美先進國家已將子宮頸疫苗納入免費疫
苗計劃，為12歲或以上的女童免費注射，
值得港府借鑑。
此外，因大部分受訪女性對身體檢查意

識薄弱，民建聯促請當局加強宣傳，及推
行婦女健康教育，透過不同媒體鼓勵更多
女性養成定期檢查健康；並把婦女節前一
個星期日定為「香港婦女健康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府攔

截內地孕婦衝閘的措施見成效，內地

孕婦闖急症室產子的數字創新低，今

年5月僅45宗，較高峰期大跌70%。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表示，將會繼續透

過入境管制和執法檢控等措施，打擊

內地孕婦非法來港分娩。他又稱，今

年上半年，入境處已拒絕逾2,000名無

預約的內地孕婦入境，較去年全年的

總數還多。

港創新指數連跌4級

少林VS武當 昂坪市集暑假功夫吸客

民建聯質疑九巴「鬼車」充班
香港文匯報訊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日

前在瑞士日內瓦發布2012年度全球創新
指數報告，當中瑞士連續第二年位列
世界第一，香港排名由第四跌至第
八；中國內地則在全球創新效率榜中
躍居首位。
據中通社報道，該統計數據覆蓋全

世界141個國家和地區，瑞士的主要創
新數據全面領先，優勢在於科研實力
強勁、學術界與企業聯繫緊密、勞動
力素質高，瑞士是居民人均申請專利
數量最多的國家。
瑞典和新加坡分別位居榜單第二

位、第三位，名列十大的還包括芬
蘭、英國、荷蘭、丹麥、冰島和美

國。去年排名第四的香港今年下跌至
第八位。
發展中國家雖然沒有進入前十名，

但單項數據方面表現突出。比如，在
顯示擅長把創新投入轉化為創新產出
的「創新效率指數排名」中，中國位
居榜首，印度排名第二。
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今年是第五年發

布，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與歐洲工商
管理學院聯合編寫。
報告主要通過收集和分析各國創新

環境、人力資源、科研實力、基礎設
施、產學結合和商業運營等方面數
據，編制指數，為衡量各國創新實力
提供參考依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曹晨）

全港最大型的嬰幼兒用品博覽會，將於8
月初舉行，今年約有350個參展商、逾700
個攤位，展示逾10萬種產品，料有逾50萬
人次入場參觀。
主辦單位表示，奶粉是今年博覽會的主

打商品，而現場更設有「嬰兒慈善爬行比
賽」及「最靚孕媽媽選舉」等活動，料展
覽期間能帶給入場人士全天候的購物及親

子娛樂享受。
第二十屆國際嬰兒兒童用品博覽，將於

下月2日至5日在灣仔會展舉行。主辦單位
荷花集團行政總裁尤金表示，今年博覽會
將有約350個本地及跨國幼兒及家庭品
牌、逾700個攤位參展，提供超過10萬種
嬰幼兒產品及服務，包括嬰幼兒用品、健
康產品、學習課程等，預計屆時將有約50
萬人次入場，再次打破紀錄。

300元泳池月票今生效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馮瀚林）港

府今天起推行公眾游泳池月票計劃，市民
憑票可在1個月內無限次享用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轄下的40個游泳設施，成人月票售
價300元，而年滿60歲長者、殘疾人士、
小童和全日制學生則可獲半價優惠。康文
署表示，上月21日發售以來反應踴躍，兩
周內已售出5,400張月票，當中60%購票人
士是年逾60歲的長者。

除用作團體訓練的灣仔游泳池外，市民
今日起可憑月票1個月內無限次享用康文
署轄下的40個游泳池設施。市民可以在每
天早上9時至晚上10時於康文署轄下的42
個指定體育館和康樂場地訂票處購買月
票。游泳池月票不得轉讓，持票人進入公
眾游泳池時，必須出示印有姓名的有效月
票和身份證明文件，以供場館職員查證身
份。

工聯促華富建有蓋通道

■袁國強(左)質疑九巴安排「鬼車」（即只行駛數個車站）以圖充

班。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凱恩 攝

■民建聯公布婦女關注健康狀況調查。右起為民建聯深水 區議員劉佩玉、油尖旺區議

員葉傲冬與副主席蔣麗芸。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包后」鄭麗莎（左）與昂坪360商業及市務總管關敏怡（右）在少林和武當的武術大師

陪伴下主持揭幕禮。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建邦 攝

■陳智桓（右）要求房屋署在華富 加建

有蓋行人通道連接商場和屋 ，亦要求在

十字路口增設交通燈。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馮瀚林 攝

■第二十屆國際

嬰兒、兒童用品

博覽會將於8月2

日至5日舉行，

部分候選「最靚

孕媽媽」（右面3

位）、準備參與

爬行比賽的嬰兒

提前亮相。男士

為尤金。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兆東 攝

嬰兒用品展10萬產品招徠

註：包括內地孕婦和外國孕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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