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文台一連兩
日發出酷熱天氣
警告，昨日下午
本港多區超過
34℃，上水更
一度34.9℃最高
溫。天氣炎熱，
女士背心短褲上

陣仍不敵烈曰。今
日天氣依然酷熱，
天文台預料最高氣
溫約33℃，市民進
行戶外活動時要預
防中暑。明日起氣
溫稍降1℃至2℃，
會有幾陣驟雨，本
周中期驟雨增多。

圖：黃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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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方玉信唐銳黃若紅楊燕芝杜穎欣等主禮

「未來之星」赴京學國情授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香港與內地關係密

不可分，作為未來社會棟樑的年輕學子，更應全面加

深對國情的了解。為了讓港生親身體驗內地發展，由

香港文匯報及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中國傳媒大學承

辦的「2013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

班」，昨日舉行出發授旗禮。近100名香港大專學生將

於本月中出發到北京，進行為期8天的傳媒交流和國情

培訓。他們整裝待發，準備走進北京重點傳媒機構、

大學、國家級部門、解放軍軍營等，從多角度了解祖

國。

「2013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
將於本月16日啟程，到北京交流8天。來自香

港多所大專院校約100名學生，昨日齊集香港文匯報禮堂，出席
活動出發禮暨簡介會。大會邀得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解放軍駐港
部隊副參謀長方玉信大校、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新聞及公共關
係部主任唐銳、信和集團中國業務總經理黃若紅、旭日集團副總
監楊燕芝、九龍倉社會事務經理杜穎欣等主禮。香港文匯報社長
兼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顧問王樹成及香港文匯報副總經理姜增和
等亦有出席，陣容鼎盛。

參訪外交部港澳辦等交流

未來之星國情班學生在訪京期間，將獲安排到中國傳媒大學上
課，內容包括國家政治制度、內地改革開放及兩地傳媒比較等，
並到多個當地媒體參訪，實地了解內地傳媒運作。學生又會參訪
外交部、國務院新聞辦等部門，與新聞發言人員進行座談，並與
當地大學生交流，行程豐富。

王樹成籲青年締造歷史

王樹成在典禮上致辭時指，「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相信
同學藉是次國情班親眼所見、親耳所聽、親身體驗所獲得 ，會
比起從書本所學更多。他又表示，現今正值中華民族復興新世
代，年輕人正是當中主力軍，需要好好裝備自己，了解國家狀
況，並走向世界。他寄語一眾未來之星，不應只作「見證者」，
而要積極參與推動國家發展，成為歷史的締造者。
王樹成又提到，多年來，「未來之星」品牌的國情班交流已讓

超過1,800名香港大專學生更深入認識祖國，希望今年參加的同
學透過活動客觀審視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為個人發展奠基
之餘，也要發揮責任感，對香港與內地社會發展作出貢獻。

仁大生教院生踴躍參與

即將參與國情班的樹仁大學新聞及傳播學一年級生黎卓欣表
示，年幼時亦曾隨家人到北京旅行觀光，但是次活動可實地參觀
內地報章及電台等媒體，認為機會極難得，最感期待。她又笑
言，大學不少學兄學姊都曾參加未來之星國情班，活動口碑很
好，所以吸引自己積極報名。
就讀香港教育學院小學中文課程三年級的許穎儀則指，自己於

內地出生，中學時才來香港，對內地狀況已有基本了解。但作為
準老師，希望能藉是次活動，深化對內地社會及媒體運作的認
識，他日可成為學生了解國家發展的橋樑。

珠海生：助投身新聞界

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學生李展翹指，香港是中國重要一部
分，希望透過媒體力量，推動國家改革及進步。李展翹早已立志
將來成為採訪中國新聞的記者，認為活動對專業發展大有幫助，
能認識內地媒體工作須知及運作模式，更可親身與北京傳媒人直
接交流學習，建立人際網絡。

勞處保障兼職研放寬計時 伊院重建需時長 部分服務遷啟德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當局正檢討僱傭條例，
研究加強對兼職工的保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指，勞工處日前已把初步建議提交勞顧會，建議包括縮
短工作時數，又或以1個月計不少於工作72小時等，藉
以保障兼職僱員。勞顧會委員研究意見後，預料7月會
向立法會匯報。至於殘疾人士院舍發牌問題，張建宗
指，已提供經濟支援計劃，協助院舍改建，以符合新的
發牌條件。

料下月分析 向立會匯報

現時以連續性合約受聘的兼職僱員，要獲得《僱傭條
例》全面保障，必須連續工作4星期，每星期工作不少
於18小時。張建宗表示，勞工處早前檢討僱傭條例，檢
討內容包括保留現行條例規定，把18小時的規定再下
調，或者改以月份計算，即每月工作不少於72小時。張
建宗指，有關問題複雜，勞顧會下月將再開會分析。局
方下月會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匯報。

借款殘疾院舍改裝領牌

另外，殘疾人士院舍發牌制度於本月10日起實施，有
院舍表示，難以滿足發牌條例，可能會結業。張建宗
說，因為發牌而不能繼續經營的院舍有5間，涉及的40
多名院友已獲安置。他指院舍最大挑戰是硬件，包括要
符合建築、消防等要求，局方會聯絡有困難的院舍，為
他們提供技術及經濟協助。當局已設立經濟支援計劃，
讓院舍借60%改善工程費用、建築費用、改裝費用等。
張建宗又希望部分申請豁免證明書的院舍，在一定時間
內達到發牌條件，社署會在短期內約見院舍負責人。

私院聯會：5年後或推套餐收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自願醫療保障計劃成為近日熱
門話題，政府早前提交顧問報
告，建議私家醫院與保險公司
自行協議套餐式收費。私家醫
院聯會主席李繼堯表示，現時
私家醫院床位供不應求，目前
無誘因提供套餐式收費，但未
來5年解決床位問題後，套餐
式收費有可能出現。李繼堯又
認為，市場上已經有越來越多
套餐式服務，政府毋須規管。
李繼堯昨日出席電視節目時

指，政府推出醫保計劃條款較
現時私營醫保更好，「除了一
定能續保外，如市民原本就患
有疾病，現時很多醫保計劃都
不受保。而自願醫療保障計劃
會受保，但可能規定首年不作
賠償，要第二年才會賠償」。
他又指，現時人口老化問題加
劇，但自願醫療保障計劃亦會
接受65歲或以上人士投保。
早前政府提交自願醫療保險

顧問報告中，對保險公司作出
多項規管，包括保證終身續保
及需要承保特定的非住院手術
等，但並無規定由私家醫院提
供套餐式收費，而是交由醫院
和保險公司自行協議收費。李

繼堯表示，現時私家醫院床位
供不應求，並無誘因提供套餐
式收費，但未來5年多間私家醫
院完成擴建及新醫院落成，床
位問題得到解決後，到時可能
會提出更多套餐式收費。他又
指，近期部分私家醫院開始建
立自家醫生團隊，減少倚賴外
來「掛單」醫生，有助發展套
餐式服務。

稱毋須規管套餐式服務
李繼堯又否認私家醫生為盈

利而抗拒套餐收費，他指現時
市面已有很多套餐式服務，將
來亦會不斷增加，所以政府毋
須規管，認為規管只會令市民
選擇減少。「如果有醫院收費
較便宜，但服務質素較差，市
民可能寧願選擇收費較高但服
務更好的醫院。」
對於有私家醫院在政府推行

「零雙非」後計劃加價，李繼
堯承認，「零雙非」對部分私
家醫院造成影響，「有私家醫
院在雙非方面的收入佔比例較
多及收費較高，可說是一種補
貼，所以近3年都沒有加價。
現在『零雙非』後，就有可能
需加價以達至收支平衡。」

■王樹成寄語未來之星，積極參與推動國

家發展，成為歷史「締造者」。潘達文 攝

■約100名香港大專學生將參與「2013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進行為期8天的傳媒交流和

國情培訓，大會昨日舉行出發授旗禮。 潘達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本港醫療服務需求
緊張，政府近期不斷物色地點興建新醫院，同時計劃
重建醫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伊利沙伯
醫院重建可能需要長時間，計劃在重建期間，把部分
醫院服務轉移到啟德發展區興建的全科醫院，讓重建
過程不需太冗長。另外，對於有指浸會醫院將加價，
他認為，若私家醫院是非牟利機構，應審慎考慮是否
真正需要調整收費，以及調整對使用者有甚麼影響。

研整合土地 建全科醫院
現時本港部分地區公立醫院輪候時間過長，當局一

直研究興建新醫院，以解決醫療服務供應不足問題。

高永文昨日出席公開活動時指，九龍中部分地區如黃
大仙等人口多，但一直沒有全科醫院，故當局正考慮
在啟德兒童專科卓越醫療中心旁整合土地，檢視是否
可建全科醫院。但計劃尚在構思，仍處於較早階段。
另外，同處於九龍中的伊利沙伯醫院歷史悠久，病

人數目眾多。高永文指，醫管局正計劃重建伊利沙伯
醫院，長遠可紓緩醫療服務供應不足的問題。不過，
他坦言，若一間較大規模的醫院需徹底重建，工程又
不能影響現有服務，重建時間將會變得非常長。因
此，當局正考慮若將來在啟德興建新醫院，伊利沙伯
醫院重建過程中把部分醫療服務搬遷至啟德，讓重建
過程不需太冗長。至於哪些服務需遷移，高永文認

為，當中細節現時仍言之過早。有消息人士表示，伊
利沙伯醫院重建工程亦需考慮對廣華醫院造成的影
響。若重建或搬遷方案涉及急症室服務，定必先審慎
及廣泛諮詢市民及各界聲音才下定斷。

高永文籲浸會加價審慎
近日有指浸會醫院停收「雙非」後，經營壓力增

加，因此需加價6%。高永文指，暫未可證實該消息，
但早在實行「零雙非」政策時，已預計到部分醫院使
用量會受影響。他指政府暫不會限制私家醫院收費，
但認為私家醫院屬於非牟利機構，應審慎考慮是否真
正需要調整收費，以及調整對使用者有甚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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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港人在傳統習俗
以至情感上，較難接受
「人死後不留全屍」，以致
本港器官捐贈率一直偏
低。為推廣及鼓勵市民參
與捐贈器官，國際扶輪
3450地區與八達通有限公
司昨合作推出2,000張宣傳
器官捐贈的八達通卡。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
示，本港器官移植技術世
界一流，期望早前兩宗涉
及器官捐贈的事故不會影
響市民對器官捐贈的熱
誠，以及對醫療團隊的信心。

登記冊12.5萬人 久供不應求

本港器官移植長期供不應求，現時平均
每日有接近3,000名末期病人輪候器官移
植。根據衛生署資料，截至4月底，中央器
官捐贈登記名冊登記人數雖已超過12.5萬
人，但只佔全港人口1.78%，較韓國7.22%
及台灣5.77%低。當中，以輪候腎臟移植病
人佔多數，病人與捐贈者比例為20：1，需
求殷切。
為鼓勵市民認識及參與器官捐贈，扶輪

社與八達通公司合作，昨日推出首批宣傳
器官捐贈的八達通卡，數量2,000張，藉
使用者隨身攜帶及使用，達至在社區宣傳
器官捐贈的效果。八達通卡分為粉紅色及
粉藍色2款，並得到衛生署支持，印上象徵
器官捐贈的蝴蝶標記及器官捐贈的網頁。

高永文盼事故毋阻捐贈

高永文昨日出席啟動禮致辭時表示，早
前曾有2宗器官移植事故，強調香港器官移
植技術依然世界一流，醫護人員專業。他
承諾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希望事件不
會影響市民捐器官的意願及熱誠，因為本
港每日有近3,000名末期病人等候器官移
植，有些更不幸在輪候期間去世」。他期望
市民明白，任何醫療程序及手術均並非百
分之百安全，又鼓勵所有醫護人員，包括
負責器官移植的醫療團隊保持士氣，繼續
努力為港人服務。
高永文又指，一名早前在瑪麗醫院被移

植血型不符心臟的女病人，目前情況穩
定。雖然女病人面對排斥風險較一般病人
高，但他深信醫護人員會盡一切努力及方
法減低排斥可能。

訪京行程
日期 主要活動

6月16日（日） 抵達北京，參加歡迎晚宴

6月17日（一） 舉行開班儀式；到中國傳媒大學上課，課程分別為「國家基本政治
制度」及「香港基本法與『一國兩制』」；參觀中國傳媒大學節目製
作及教學設施，分組與該校學生座談交流

6月18日（二） 「內地媒體發展與改革及與香港傳媒異同」課程；參訪北京青年報
社，與編採人員訪談；北京歷史風俗講座

6月19日（三） 「內地改革開放及社會問題」課程；訪問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參觀
水立方及鳥巢

6月20日（四） 到訪解放軍軍營，觀看軍事表演；訪問外交部，與新聞發言人交流

6月21日（五） 到訪國務院新聞辦，與新聞發布人員座談交流；遊八達嶺長城、王
府井大街

6月22日（六） 參觀北京園博園展覽、茶文化節；進行結業儀式及歡送晚宴

6月23日（日） 到天安門廣場觀看升國旗儀式；參觀故宮；從北京返港

資料來源：「2013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組委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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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文（中）強調，香港器官移植技術世界一流，希望器

官移植事故不會影響市民捐贈器官熱誠。 彭子文 攝

■未來之星傳媒國情班出發授旗禮開始前，嘉賓及參與學生起立唱國

歌。 潘達文 攝

■曾鈺成(右三)、方玉信(右一)及唐銳(左二)向未來之星傳媒國情班學

生代表授旗。 潘達文 攝

■珠海生李展翹讚有助認

識內地媒體。 潘達文 攝

■教院生許穎儀指，應深

化內地認識。 潘達文 攝

■樹仁生黎卓欣期待參觀

內地媒體。 潘達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