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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主席周向榮

警察總部助查
重案組3方面蒐證 暫無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文
森）
「DR醫學美容集團」美容針釀
成1死3留院事故，警方正循刑事方向
調查，集團創辦人兼主席周向榮昨
晨在2名男子陪同下，突到灣仔警察總部
■DR創辦人周向榮。

協助調查並停留1個多小時後離開。保安
局副局長李家超指出，有關案件現階段雖

無人被捕，但重案組正積極部署下一步行動，並
同時從三方面蒐證，包括會見關
鍵證人及徵詢專家意見等，以
調查是否有人嚴重疏忽或涉
誤殺。

「D 前釀成4名女顧客出現敗血病後，其中一名46歲婦人陳
R醫學美容集團」向顧客提供靜脈注射美容療程，早

宛琳留醫延至本月10日早上不治，目前仍有3名婦人需要留醫，
包括1人危殆、1人嚴重及1人穩定。現階段死者遺體已進行剖
驗，稍後將作進一步毒理化驗，以便確定致死原因。
本身為DR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及香港授權代表的周向榮，
昨晨10時許身穿畢挺西裝由2名男子陪同，突然現身灣仔軍器廠
街警察總部門口，同行男子打過一通電話後，再向門外駐守的警
員查詢，隨後便進入警察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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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鑑於周向榮曾以非公司董事或股東的身份，在4年前簽
署聘用是次涉案的醫生，並以持有該醫務中心的海外公司董事身
份，簽署同樣涉事的亞太幹細胞科研中心周年申報表，故早前被警
方邀請協助調查。大批傳媒在得悉消息後趕到警察總部外守候，惟
周向榮在內僅停留1個多小時後，由該2名男子陪同乘車離開。
對於有傳媒查詢有關案件的調查進度，警方發言人僅表示案件
仍在調查中；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亦指，由案件已進入刑事
偵查階段，故此不作評論冀市民諒解。

就DR醫學美容集團客人接受療程後釀成1死3留醫事件，保安
局副局長李家超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透露，現階段雖未有任何涉
案人士被捕，但警方已派遣重案組積極部署下一步行動，並循刑
事方向進行調查，包括研究是否有人出現嚴重疏忽和涉及誤殺
等。
李家超強調，雖然案件涉及非常複雜及專業的醫學程序，但重
案組在調查類似涉及市民死亡的案件已有相當經驗；同時，警方
目前正主要從三方面進行搜證工作，包括會見曾參與有關醫學美
容服務的人士及關鍵證人；另就案件成因徵詢專家意見；最後，
從處理血液及相關樣本中盡量蒐證，例如錄取血液樣本處理過程
中的每一個環節及有關的醫療程序，以供專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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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曹
晨）美容醫療分界模糊惹爭議，港府
成立的私營醫療機構規管督導委員
會，有望在數月內就區分醫療及美容
行為，推出指引供業界參考，屆時美
容從業員進行醫療行為將違反法例，
屬非法行醫。另外，委員會亦會在轄
下成立小組，以界定美容及醫療程
序。有醫療業界人士質疑指引的法律
效力，但有律師認為指引可對市場起
規管作用，雖不具有法律效力，惟可
供執法部門參考。
衛生署署長陳漢儀昨日出席電視
台節目時表示，現時本港規管私院
及診所的條例已過時，規管的範圍
亦不夠廣泛，故督導委員會將研究
加強監管的需要，並考慮增加私院
收費透明度，令消費者在選擇所需
療程時能有更多心理及財力準備；
同時，委員會轄下的小組希望能在
數月內推出專業指引，區分美容和
醫療行為讓業界參考，如果美容業
從業員進行醫療行為，即屬非法行
醫。陳漢儀表示，高危程序考慮由
專業或學術機構進行認證，確保只
有醫生或曾受專業訓練的人士才可
進行。

研究加強監管化驗所
陳漢儀續指，實驗室由輔助醫療
行業規例所規管，化驗所本身毋須
註冊，政府只規定化驗所其中1名董
事必須是醫務化驗師。她表示，工
作小組會研究加強對化驗所的監
管，而之前化驗所並非政府監管範
圍，督導委員會會討論是否納入監
管，但相信醫生會了解化驗所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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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格。至於在檢討完成前的真空
期，當局會和海關及消委會合作，
加強宣傳，提高市民對醫療美容的
認識。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在電
台節目上也強調，本港長遠需要發
展私營醫療，因此有必要完善整個
規管制度，保證醫療程序質量，不
能頭痛醫頭。他強調，在工作小組
參與方面，會邀請美容業界及相關
醫療專科的代表加入，以期盡快完
成工作，回應社會的關注及市民的
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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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規管不具法律效力
身為委員會成員的香港醫學專科
學院主席梁憲孫也表示，預防性的
醫療行為仍然有風險存在，亦難以
保證效果，即使普通服藥也有潛在
風險，認為政府要盡快界定保健美
容等是否屬於醫療行為。西醫工會
會長楊超發就指出，收過關於醫療
集團高薪聘請醫生購買危險藥物，
然後被解僱的求助，希望政府能加
強對醫療集團的監管。
醫務委員會委員謝鴻興對指引是
否具有法律效力、實際作用有多
大，表示質疑。大律師陸偉雄坦承
指引不具有法律效力，但若要立法
監管美容機構，需要進行廣泛諮
詢，需時較長，他表示指引可以起
到協助規管的作用。律師梁永鏗也
表示，指引除了能界定醫療及美容
範疇，更可供執法部門參考。他表
示如果有美容業從業者進行醫療行
為，即屬於非法行醫，因此指引可
以作為界定合法與否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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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停留個多小時離去

警積極部署下一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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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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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界支持指引正視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港府將成立的醫務督導委員會，有望在數月內推
出指引，界定醫療及美容行為，美容業界表示支持，認為能以正視聽。香港理髮化
妝業職工總會主席唐賡堯指出，美容業界對分辨兩者早有清晰界定，只是有部分美
容公司企圖藉「美容」之名混水摸魚，聘請不合資格技師為客人進行「醫療」行
為，冀港府藉有關指引，釐清醫療及美容行為之別，還美容界一個清白。
DR美容集團事故導致3人留院1人死亡，醫務督導委員會為清楚釐清醫療及美容
行為之間的分別，計劃數月內訂出新指引予業界參考，新指引出台後若有非註冊醫
護人員執行醫療行為，將會被界定為「非法行醫」
。

不擔心美容業現失業潮
唐賡堯認為，港府在此時推出指引相當合時，並不擔心美容業在被規管後會出現
失業潮，因「真正」的美容人員早已有能力分辨醫療與美容行為，只是有部分連鎖
美容公司企圖藉「美容」之名，混水摸魚推出醫學療程牟取巨利，批評有關公司聘
請不合資格的技師及非註冊醫生為客人執行療程，置顧客的安全於不顧，冀港府藉
有關的指引，釐清醫療及美容行為之別，還美容業界一個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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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此次的DR事故，
是全球首宗，由直接注入
受「膿腫分枝桿菌」感染
的血製品導致病人死亡個
案。從為病人抽血，到將
血液加工處理，再輸回病
人體內的過程，諸多環節
均有可能受到細菌污染，
衛生署與警方正調查源頭
中，包括哪個程序及地方
受到細菌污染，令血液中
出現抗藥性極強的「膿腫
分枝桿菌」。有業內人士
指出，血液受到污染的可
能性很多，依然有待當局
的調查結果。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
座教授袁國勇早前表示，
當病人受「膿腫分枝桿菌」
感染後，有關化學物質會
刺激免疫系統，引起嚴重
炎症，病人血管會製造大
量炎症細胞因子，血小板
及凝血素會黏在該些炎症
細胞因子上，造成血管阻
塞，病人手腳瘀黑、器官
衰竭，治療非常困難。

培植細胞
變培植細菌

生署與警方繼續調查
病人的感染源頭，包括哪
個程序及地方受細菌污
染，並調查涉事的DR美
容集團、為病人抽血的醫
生，以及將血液加工處理
的亞太幹細胞科研中心化
驗室3者之間的關係，務
求追究責任。有指4名病
人血液感染「膿腫分枝桿
菌」的成因，極可能是處
理血液的醫生或相關職
員，在血液加入受污染的
抗生素所致。而此次DR集團出事的
「DC-CIK」療程，為顧客抽取血液進
行幹細胞培植，但由於培植過程屬極
高風險，必須在有國際「GMP認證」
的無菌室進行，目前全港甚少有實驗
室合資格。
另有指DR的實驗室為防菌和延長保
存期，特意向培養的血液中加入抗生
素，但極有可能在加入抗生素的過程
中，血液受到污染，弄巧成拙令本要
培植細胞的過程，變成了培植細菌，
此次出事的抗藥性極強的「膿腫分枝
桿菌」也極有可能在此環境下催生。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表
示，除了加入抗生素，刺激素及抗凝
血劑也有可能被加入，這些均有可能
令血液受到污染，但他表示這些都只
是邏輯推斷，事實真相仍然有待當局
的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