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普聯」昨日公布特首普選「三軌制」方
案，即以提名委員會、「公民提名」及「政黨
提名」三種途徑，提名特首候選人。「真普
聯」聲稱，不能以「愛國愛港」、「與中央政
府對抗」等「政治審查」理由而拒絕確認由
「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的候選人。「三
軌制」方案雖然較過往死守「公民提名」有所
變化，但為提委會設置前置程序來控制提委會
的運作，而且要求由提委會個人提名，並非是
基本法要求的機構提名，這種意圖削弱以至架
空提委會提名權的方案，本質上不符合基本
法。必須指出的是，是否尊重提委會的提名
權，是特首普選能否順利落實的關鍵環節，對
此任何政黨和人士都不應存在僥幸心理，必須
正視提委會既不能繞過，也不是「橡皮圖
章」，而是唯一具有實質性權力的提名機構。

「真普聯」昨日公布的「三軌制」特首普選
方案，由公民或政黨「兩軌」提名的候選人，
需要得到提委會的確認，這在形式上承認了提
委會是特首候選人的唯一提名機構。比起「真
普聯」去年公佈的三個普選方案刻意不理會基
本法有關提名委員會的規定，這是「三軌制」
方案有明顯變化的地方。這說明，在社會各界

深入討論特首普選的情況下，任何希望得到特
區政府和中央接納的方案，已不可能對基本法
有關提委會的規定視而不見或置之不理。

「真普聯」現在的「三軌制」方案，其中
「一軌」沒有對提委會「動手腳」，其他「兩
軌」即「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也沒有繞
過提委會，需要提委會確認，這似乎是「三軌
制」最後歸為「一軌制」，表面上承認了提委
會是特首候選人的唯一提名機構，但這種「三
軌制」通過在形式上為提委會設置前置程序來
控制提委會的運作，實際上是要讓提委會成為
「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的「橡皮圖
章」。

「真普聯」「三軌制」中雖有提名委員會的
選項，但指的卻是由提名委員會個人直接提
名，並非是基本法要求的機構提名。從基本法
第45條的規定和全國人大的決定看，提名委員
會是一個特定機構，屬於機構提名。正因為是
機構提名，才有一個「民主程序」問題。然
而，「真普聯」的方案卻是提名委員會委員直
接提名，違反了機構提名的要求，提名委員會
的權力也被架空了，本質上與基本法不符。

（相關新聞刊A6版）

「三軌制」不符合基本法
屯門醫院連續5個年度被醫管局評定在緊

急及預約手術兩方面表現遜色。事實上，屯
門醫院近年嚴重醫療事故不斷，醫院本身固
然要深切檢討不足，但亦暴露醫管局資源分
配不均的矛盾。屯門區內人口多且以基層為
主，對公共醫療服務需要殷切，但是屯門醫
護人手、病床床位等醫療資源長期低於全港
平均水平，屯門醫院超負荷運作，醫療服務
質素下降在所難免。醫管局必須正視問題，
合理增加區內資源，減輕屯門醫護人員壓
力，提升醫療服務質素。

醫管局公布最新一份的《手術成效監察計
劃》報告顯示，屯門醫院緊急及預約手術均
表現遜色，在預約手術方面，屯門醫院表現
最差，死亡率較預期高。醫管局的監察小組
指出，這可能與屯門醫院病床使用率高有密
切關係。現時屯門醫院外科病床平均使用率
為106%，是全港最高，亦是唯一超過100%
的醫院。這反映屯門醫院手術病床長期緊
張，病人術前及術後都未能得到最佳照顧，
增加了病人病情惡化甚至死亡的風險。

人口逾百萬的新界西醫院聯網，名義上有
4間醫院，但撇除青山及小欖兩間精神專科

醫院，實質只有屯門及博愛醫院提供急症及
普通科服務。醫管局資源分配情况顯示：
2009至2010年度新界西服務106萬人，但該
聯網只有39.8億元撥款，每千名居民可分配
0.6名醫生及2.5名護士，普通科病床則每千
人為1.9張；相對港島西聯網服務53萬人，
卻可得 36.5 億元撥款，每千名居民可分配
1.1名醫生及4.5名護士，普通科病床則每千
人為5.4張。新界西人口與普通科病床的比
例是醫管局5個醫院聯網中最差的。同時，
區內以基層人士為主，極其依賴屯門醫院，
令到本已人手不足的醫院服務雪上加霜。醫
療事故層出不窮，亦令屯門醫院醫生士氣極
低落，有醫生寧願不升職，並打算離職，甚
至有醫生不敢向友儕稱在屯門醫院工作。

增加醫療資源才是改善屯門醫院服務的根
本。醫管局必須增加屯門醫院的醫療資源、
增設床位、人手；同時合理分流屯門醫院和
博愛醫院的手術服務，改變現時區內完全依
賴屯門醫院的情況，紓緩屯院的人手壓力，
更要因應需求加建新醫院，徹底解決醫療服
務不足的難題。

（相關新聞刊A4版）

合理增加資源 改善屯院服務

■責任編輯：謝孟宜、孫君犖A4 重要新聞

H7N9再添一宗 65歲港翁危殆
曾路過深圳濕貨街市 無直接接觸活家禽

梁挺雄表示，患者住在深水埗，上周三
曾與妻子去過深圳，在羅湖路過有售

賣活家禽的濕貨街市，而在本港亦曾途經北
河街市政大廈的入口，但均沒有直接接觸活
家禽。患者在本周日開始出現發燒咳嗽氣喘
的病徵，本周二到瑪麗醫院醫院求診，當日
下午轉到深切治療部接受隔離治療，情況危
殆，昨天確診感染H7N9。衛生防護中心認
為，這宗個案有較大機會是外地傳入個案。
梁挺雄提醒，在內地的H7N9禽流感個

案，於夏季的6至8月期間只有兩宗，但近4
個月的轉涼天氣，就有超過20宗，是夏季的
10倍，呼籲市民到內地時要避免到濕貨街市
及接觸活家禽

路過街市染病 何栢良：一個警號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則表

示，今次個案對經常返內地的港人是一個警
號，因為患者只是路過街市就染病。他估
計，街市衛生環境不理想，當風吹過含有
H7N9病毒的雞毛或雞糞，已可能令人感
染。他認為，現時香港對檢測禽流感的措施
有限制，對少量病毒的靈敏度未必準確，而
血清測試仍未落實，建議參考上海做法，在
禽流感高峰期內，暫停本港所有街市售賣活
雞，否則仍有出現本地個案的風險。
目前，本港確診了3宗H7N9病例，首宗

感染的是一名印傭，她到過深圳街市並宰
殺過家禽，現時在瑪麗醫院留醫，情況穩
定；另一個則是一名居於深圳的80歲男
子，上月初確診，月底在瑪嘉烈醫院死
亡，但未確定死因是否與H7N9有關。港府
現時的流感大流行應變計劃仍然維持在
「嚴重級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

盛）本港昨日再新增一宗外地

傳入的人類感染甲型禽流感

（H7N9）確診個案，患者是

一名65歲、有長期病患男子，

目前在瑪麗醫院深切治療部隔

離接受治療，情況危殆，是本

港第三宗確診個案；患者有一

名密切接觸者，目前沒有病

徵，已安排入院觀察。衛生防

護中心總監梁挺雄表示，該名

男子並沒有直接接觸活家禽。

手術成效 屯院連續5年最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醫管局

昨日公布2012/13年度17間公立醫院外
科手術成效，屯門醫院在預約及緊急手
術分別排最尾及尾二，是連續5年被評為
表現遜色；至於緊急手術，就以威爾斯
親王醫院表現最遜色。監察小組發現可
能與屯門醫院病床使用率，及威院緊急
手術後，使用深切治療部比例低有關。
小組建議，在博愛醫院增設外科緊急手
術服務，減低屯門醫院壓力，及威院加
設外科加護病床以分擔深切治療部壓
力。

緊急手術死亡率5年新低
醫管局昨日公布最新一份《手術成效

監察計劃》報告，根據資料顯示，17間
公立醫院於2012/13年度共進行23,723
宗大型及超大型手術，當中5,000多宗為
緊急手術，死亡率為7.7%，較去年下跌
1.4%，創5年新低；另外，18,000多宗為
預約手術，死亡率為0.7%，維持平穩水
平。同時，公立醫院的超大型預約手術
死亡率均低於 4%，形容為「理想水
平」。
醫管局手術成效監察計劃總監袁維昌
表示，手術成效監察計劃是以手術實際
死亡率與預期死亡率比較，相差越大即
表現越差。報告中指，2012/13年度分別
有3間及1間醫院被評定在緊急及預約手
術表現遜色，其中屯門醫院連續5個年度
都在兩方面表現遜色。袁維昌指，在預
約手術方面，屯門醫院表現最差，死亡
率較預期高。

死亡率與病床使用率掛鈎
醫管局數字顯示，屯門醫院緊急手術
數字冠絕全港，去年有1.3萬多宗，比第
二位的伊利沙伯醫院還要多3,000多宗。
而屯門醫院外科病床使用率亦是全港最
高，唯一超過100%的醫院，今年更首次
發現死亡率與病床使用率有密切關係。
屯門醫院連續第五年被評為表現遜色
醫院，監察小組指屯門醫院試過增加手
術室服務及人手，但問題沒有改善。袁
維昌表示曾到屯門醫院視察，估計結果
與屯門醫院外科病床平均使用率超過
100%有關。他表示，屯門醫院外科病房

使用率長期偏高，平均為106%，而同屬
新界西聯網的博愛醫院現時只提供外科
預約手術服務，建議調配人手往博愛醫
院，分流病人。

倡博愛設外科緊急手術助分流
袁維昌指，現時博愛醫院每年都轉介

約3,800名緊急外科病人到屯門醫院，他
希望透過資源調配，在博愛醫院增設外
科緊急手術服務，減低外科病人由博愛
醫院轉往屯門醫院的需要，同時亦分擔
屯門醫院工作量，紓緩屯門醫院外科病
房長期擠迫的問題。
威爾斯親王醫院首次在緊急手術方面

被評為遜色，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
及標準）邱家駿認為，一間醫院表現兩
極是從來未試過。他指，監察小組發現
可能與威院緊急手術後，使用深切治療
部比例低有關，同時又發現威院預約手
術病人用深切治療部比例幾乎全港最
高。他建議，可以在醫院加設外科加護
病床，以騰出更多深切治療床房予接受
緊急手術的病人。

屯院：加強急症手術臨床統籌
對於屯門醫院連續第五年被評為表現

遜色醫院，屯門醫院昨回應時表示，外
科部已經加強急症手術的臨床統籌，務
求盡快了解入院病人情況，安排他們接
受治療或手術。外科部及深切治療部亦
會進一步增強溝通機制，跟進病人術前
術後的護理。
屯門醫院發言人指，區內人口持續增

長及老化，對外科服務需求增加，外科
病床使用率長期超過百分百，令病人手
術前後都未能在最佳醫療環境進行，院
方會繼續增加外科病床及手術節數，並
增聘人手。

威院：審視治療過程提升服務
威院發言人則表示，去年度醫院普通

外科病床平均住用率為93%，深切治療
部病床平均住用率為82%。院方將詳細
研究報告，審視整個外科病人治療過程
的不同環節，包括深切治療部支援、人
手比例等因素，以制訂相應改善策略，
持續提升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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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
鈴）踏入冬季本港進入急性腸
胃炎的傳統高峰期，衛生防護
中心昨日公布最新的監測數
據。中心截至今年1月4日的
一星期接獲5宗院舍爆發急性
腸胃炎個案，共涉及23人；較
早前的三星期（即去年12月8
日至28日）每星期各接獲一宗
爆發個案，共涉及25人。中心
又指，急性腸胃炎症狀組的每
星期求診比率已由截至去年12
月28日一星期的121.8宗，增
至截至今年1月4日一星期的
127.7宗。

較早前三星期 每周僅一宗
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最新

的監測數據，中心於截至今年
1月4日的一星期接獲5宗院舍
爆發急性腸胃炎個案，共涉及
23人；較早前的三星期每星期
各接獲一宗爆發個案，共涉及
25人。
該中心又指，在公立醫院急

症科傳染病症狀監測系統下，
急性腸胃炎症狀組的每星期求
診比率已由截至去年12月28
日一星期的121.8宗，增至截
至今年1月4日一星期的127.7
宗。
同時，根據衛生防護中心的

定點監測，在截至2013年11
月30日的一星期至今年1月4
日的一星期內，由普通科診所
呈報的急性腸道傳染病的每星
期求診比率由每千宗診症有
2.2宗升至3.8宗。

具高傳染性 冬季較常見
中心發言人解釋，急性腸胃

炎常引致學校和院舍出現爆發
個案，諾如病毒和輪狀病毒是
常見的病原體。急性腸胃炎爆
發個案於全年均有機會發生，
但較常見於冬季。
急性腸胃炎具高傳染性，可

導致難以控制的爆發個案。中
心呼籲市民及學校和院舍的管
理人員，保持個人、環境及食
物衛生，預防急性腸胃炎。

仁濟近2年「大躍進」
東區瑪麗明愛表現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文鈴）醫管局昨
日公布去年度17間公立醫院《手術成效監
察計劃》報告。報告中，按實際死亡率比
對預計來評核，其手術實際死亡率比預期
低為表現出色。在緊急手術中，表現最出
色的是仁濟醫院、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
院、瑪麗醫院及明愛醫院；而預約手術
中，表現最出色是東華醫院、律敦治醫院
及威爾斯親王醫院。

東華律敦治威爾斯預約手術最出色
醫管局手術成效監察計劃總監袁維昌昨

表示，在去年度評為出色的醫院中，尤其
以仁濟醫院是近兩年來大幅改善，其手術
實際死亡率比預期低，是5年新低。袁維昌

認為，仁濟醫院經過檢討後，似乎找到原
因解決問題。

仁院深切治療部使用比率持續升
他續指，對於仁濟醫院的醫生在外科及

護理協作方面的改善，表示肯定。根據數
據顯示，過去3年，仁濟醫院緊急手術的病
人使用深切治療部比率持續上升，袁維昌
指，這是其中一個因素顯示該院的手術成
效好的表現。
醫管局於2008年以先導計劃形式推出手

術成效監察計劃，推行至今5年，評估本港
17間公立醫院外科部門，針對大型及超大
型外科手術表現，目的是找出不足之處，
讓醫院從而改善。

■本港昨日再
新增一宗疑外
地傳入的人類
感染甲型禽流
感（H7N9）確
診個案，梁挺
雄表示，該名
男子並沒有直
接 接 觸 活 家
禽。

鄺福強 攝

■醫管局昨日公布2012年至2013年度17間公立醫院外科手術成效，屯門醫院在預約及緊
急手術分別排最尾及尾二，連續5年被評為表現遜色。 張文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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