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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文鈴）衛生署日
前公布的定點監測數據，上星期普通流感
的數字是去年同期的差不多一倍，上星期
亦比前一星期增加了60%，當中很多小孩
病情嚴重須入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昨日表示，今年流感高峰在多個地區包
括在美國的爆發似乎特別嚴重，香港公立
醫院亦面對這方面挑戰。另外，對於增加
急症室收費，他指有爭議性，同時必須考
慮市民的負擔能力，對公營醫療現在是否
適合時機加價需要詳加考慮。

流感高峰特勁 公院面對挑戰
高永文昨出席一個電視節目後表示，每

年的季節性流感高峰期也不一樣，每隔數
年，季節性流感高峰期的病例也會較多。
本港今年的季節性流感以H1N1為主流，
至今佔病毒樣本超過40%，而今年採用的
疫苗對H1N1流感已經有保護力。高永文
又說，今年流感高峰在多個地區包括在美
國的爆發似乎特別嚴重，香港公立醫院亦
面對這方面挑戰。他鼓勵市民盡量接種流
感疫苗，年齡合適的病人也可考慮接種肺
炎鏈球菌疫苗，以提高整體的免疫力。
根據醫管局數據顯示，公營急症醫院昨

日急症室的每天首次求診數字為6,836人
次，比前日6,113人次多。當中以屯門醫
院、基督教聯合醫院及伊利沙伯醫院的求
診人次為最高；有13間公營醫院的內科住
院床位，於午夜時的佔用率均超出
100%，其中以威爾斯親王醫院、北區醫院
及伊利沙伯醫院的佔用率最高。
另外，對於有關急症室應否提高收費，

高永文指，對用加價去趕走病人的方法有
保留，認為政府必須考慮市民的負擔能
力，以及當局正實施多項扶貧措施，公營

醫療現在是否適合時機加價，需要詳加考慮。
現時公立醫院面對人手不足問題，高永文說，醫

管局正嘗試用其他方法，紓緩公立醫院的壓力，包
括徵召其他專科的醫生處理非緊急個案、增加本地
醫生培訓名額等。醫管局正聘用私家醫生和退休醫
生做兼職，全職醫生亦可以在放假或休班時間兼
職，目前兼職醫生已增至300多人。

確保農曆年有足夠奶粉
高永文又透露，去年12月透過電話熱線預訂奶粉
的數目，比前年同期增加120%，相信市民可以繼續
透過此方法訂購奶粉。政府亦會繼續維持奶粉的出
境限制，以及加強打擊水貨和走私活動，盡量確保
農曆年間本地奶粉供應充足。

遭「走數」半億 醫局認難追回
呆壞賬激升26% 逾半來自非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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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籲訂新興農業管理辦法
迎未來發展大計 海園委任3猛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海洋公園計劃於

2017年新增30項景點，以及增聘1,100名全職員
工，預料可提供495間客房的酒店及佔地40萬平方
尺的水上樂園，進一步吸引旅客。海洋公園昨日宣
布，已委任3名新任總監，負責酒店、營業市務、
設計策劃等事務，協助海洋公園發展成國際度假勝
地。

增30景點 聘1,100員工
海洋公園昨日公布最新發展計劃，預計於2017年
新增30項景點，包括可提供495間客房的酒店、在
大樹灣區興建佔地40萬平方尺的水上樂園及威威天
地；將增聘1,100名全職員工，進一步強化娛樂及教
育項目。
行政總裁苗樂文表示，為了迎接港鐵南港島線明

年完工，公園將與港鐵合作設計「海洋公園站」，
相信個人遊及本地客可更方便來往公園與市區。公
園多個發展計劃陸續開展，鯊魚館會以教育大眾關
注自然生態與保育瀕臨物種為主題；南澳洲內陸文
化展館則展出由南澳洲政府贈送香港的樹熊及其他
動物。
苗樂文又宣布，已委任貝寶華出任新成立的酒店

及款待部執行總監，負責所有酒店發展項目及服
務。原任市務總監李玲鳳，擢升為營業及市務執行
總監，負責管理公園銷售、市務及公關事務。至於
設計及策劃執行總監一職，將由張詠誼出任，負責
執行所有新發展及翻新項目。他補充指，3名新任
總監擁有在公園多年工作的經驗，相信他們的專業
知識可協助海洋公園發展成國際度假勝地。
對於獲任命為酒店及款待部執行總監，貝寶華表

示十分高興，並指希望把過去近30年營運酒店的經
驗，協助海洋公園酒店達到世界級水平。同時，貝
華寶很期待與發展商及酒店管理公司緊密合作，確
保計劃順利進行。
日後負責管理公園銷售的李玲鳳表示，履新後將

不斷透過既有及新增活動，為遊人帶來新感受，同
時繼續發掘與本地及國際品牌的合作機會，一方面
擴展現有電子平台，發放公園推廣活動頻道，另一
方面加強海外市場推廣，吸引更多個人遊旅客。張
詠誼則指，為迎接南港島線明年落成，公園將與港
鐵合作設計「海洋公園站」，藉此把公園特色融進
車站。

上月綜援減515宗跌0.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會福利署昨日發

表最新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個案數字。去年12月
整體領取綜援個案較11月減少515宗，按月跌幅
0.2%。12月底領取綜援個案總數為260,774宗，受
助總人數394,907。
就個案類別分析，失業類別個案及低收入類別個

案按月跌幅1.4%及1.2%，分別有21,149宗及8,891
宗。單親類別個案及永久性殘疾類別個案分別下跌
0.5%及0.2%，至29,193宗及18,391宗。年老類別個
案保持平穩，有151,259宗。健康欠佳類別個案則微
升0.3%，有25,157宗。

醫管局昨日公布2012年至2013年度
年報，財政報告顯示，截至去年3

月底財政年度內，累積盈餘約10.97億
元，較前個財政年度4.96億元增加約
120%。
雖然當局已註銷前幾年病人拖欠甚久

的醫療費用 3,518.8 萬元（即撇賬金
額），但涉及應收賬目呆壞賬撥備仍高
達4,909萬元，較前一年度上升26%。涉
及非港人壞賬更有2,788萬元，佔總壞賬
額達56.8%，較前一年度2,319.4萬元上
升約20%。

非港婦產子爛賬千萬
醫管局發言人補充指，在註銷3,518.8

萬元「爛賬」中，約1,020萬元屬非本地
孕婦在公立醫院產子後「走數」金額，

較前年約580萬元上升近1倍。
醫管局又表示，已採取所有可能行動

向「走數」人士追收4,909萬元欠款，但
成功收回機會不大，故將款項作為下一
年度呆壞賬撥備。當局強調，不會為仍
然拖欠費用的非符合資格人士提供非緊
急醫療服務。

多重賬單催繳防走數
此外，醫管局制定一系列措施防止病

人「走數」，包括病人住院期間會每星
期獲發臨時賬單，出院時會獲發終結賬
單或向其寄出終結賬單。若14日內仍未
清繳，會再發出催繳單。
醫管局又會向2007年7月1日或之後接

受醫療服務而遲繳醫療費用的人士徵收行
政費。除了緊急個案外，入住公眾病房的
非符合資格人士及私家病人入院時，須分
別繳付3.3萬元及由4萬元至10萬元不等
的款項為按金。當局或會在適當情況下，
採取法律行動。

醫局4最高薪行政人員酬金
行政人員名稱 2011/12年度酬金 2012/13年度酬金 按年變動率
行政總裁梁栢賢 455.2萬元 473.2萬元 +3.9%
財務總監謝秀玲* 425.2萬元 447.3萬元 +5.2%
新界東聯網總監馮康* 419.6萬元 441.2萬元 +5.1%
聯網服務總監張偉麟 413.4萬元 435.0萬元 +5.2%
註1:「*」現已離任
註2:酬金包括基本薪金、津貼、退休金計劃供款及其他福利
資料來源：醫管局年報2012/13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劉雅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醫管局被「走數」情況嚴重，根據當局2012/13年報披露，上年度呆

壞賬接近5,000萬元，較去年飆升26%。「走數」人士中，56.8%來自非香港居民，共涉款約2,788萬

元，較前年增加約20%，部分更「走數」逾90日。當局承認，成功追討機會渺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醫管
局2012/13年報告公布首5名最高薪行
政人員總薪酬及福利，較上一年度增加
115.1 萬元（5.52%），至約 2,200 萬
元。行政總裁梁栢賢年薪最高，達473
萬元（平均月薪高達39.4萬元），較之
前一個年度455.2萬元，增加3.9%。
年薪第二高的財務總監謝秀玲（現已
離職），總薪酬由425.2萬元增至447.3
萬元，升幅達5.19%。新界東聯網總監
馮康全年薪酬增加5.14%，達441.2萬

元，位列第三。聯網服務總監張偉麟加
薪5.22%，至435.0萬元，排名第四。新
界西聯網總監董秀英總薪酬排名上升至
第五位，達403.7萬元。

陳恒鑌：加幅可接受
民建聯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議員陳

恒鑌指，是次醫管局管理層上年度努力
紓緩醫護人員流失率高等棘手問題，維
持公營醫療服務水平，加上加薪幅度溫
和，貼近通脹，認為「可以接受，起碼

可以留更多資源改善公營醫療服務」。
以10分為滿分，陳恒鑌評核醫管局上

年度表現得6分，認為醫管局高層仍需
在「追數」上給力。他期望醫管局盡力

在「醫管局檢討督導委員會」發表建議
及意見，進一步落實改善聯網資源分配
不均、山頭主義林立、醫生人手不足、
醫療事故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一份施政報告提
出，政府將檢討現行農業政策，朝高技術、多元和可
持續發展方向，以提升生產力、為市民提供優質農產
品及促進鄉郊多元發展。民建聯認為，報告內缺乏如
何提供相關技術、配套等詳細內容，建議當局參考內
地、台灣等地，制訂一套有利新興農業發展的管理辦
法，為農業持續發展「拆牆鬆綁」，解決新興農業發
展與現有法律法規牴觸的問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及何俊賢，昨日在記者會
上表示，認同香港土地資源不足，對本地傳統農業帶
來影響。他們較早前到本港及台灣「植物工廠」視察
最新農業高新科技，包括水耕技術，期望為本地農業
帶來出路，推動農業轉營及可持續發展。

陳克勤何俊賢倡學台日
他們表示，研究本港周邊地區城市農業發展後，發現
台灣、日本等地傳統土耕用地雖然較香港多，但已開始
未雨綢繆，就水耕技術作研究，這做法值得香港借鏡。

倡撥地建「綜合農業村」
他們指出，目前當局有意發展新界，藉着土地重新

規劃，可把握這機遇，把棕地及復修後的堆填區發展
水耕種植，帶來雙贏局面。他們又建議政府撥出合適
土地，建立引入農業優先理念的「綜合農業村」或發
展其他農業用途，平衡城市規劃與漁農業發展的矛
盾，讓農民得以復耕，研發本地農業技術，使香港農

業持續發展。
同時，須制訂一套有利新興農業發展的管理辦法，

為農業持續發展「拆牆鬆綁」，解決新興農業發展與
現有法律法規牴觸的問題。
另一方面，兩名議員建議政府引進適合香港的農業

技術，廣泛向農民推廣，應對香港土地資源匱乏的窘

境，滿足市民對新鮮及健康食材的訴求。培訓人才方
面，建議政府投放更多資源，強化現有漁農業培訓課
程，增設更多先進農業技術課程，改善農民經營模
式。同時，扶持本地獸醫課程設立，讓本地獸醫在食
物安全、公共衛生、動物疫苗、動物飼養學及農業發
展上作出貢獻。

■陳克勤及何俊賢表示，台灣、日本等地傳統土耕用地雖較香港多，但已開始研究水耕技術，值得香港借鏡。
鄭治祖 攝

5高層加人工 梁栢賢年薪最高

■醫管局被「走數」情況嚴重，成功追討機會渺茫。圖為市民於急症室輪候求診。
資料圖片

團體盼焚充公象牙 傳達護象訊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不少
人會佩戴象牙製飾物，以象徵個人尊貴
的身份，令捕殺大象的活動持續。香港
海關於近10年在前線打擊非法象牙偷
運，約充公33噸象牙，有團體為了感謝
海關及漁護署的工作，昨天前往2個部門
的辦公室以自己製作的卡片感謝高級職
員，並遞交「禁止香港非法象牙交易」
請願信，希望當局能夠將現時本港約33
噸存量的充公象牙焚化，向公眾傳達護
象訊息。

感謝當局10年充公33噸
2012 年全球共有 36,000 隻大象被捕
殺，其象牙用以製作藝術品及首飾等，
香港海關去年充公8噸象牙，近10年已

充公約33噸象牙，相等於11,000隻大象
的生命。為了感激與非法野生動物交易
對抗的香港海關及漁護署，發起是次護
象運動的支持者前往香港海關和漁護署
辦公室，以自己製作的卡片感謝高級職
員，並遞交「禁止香港非法象牙交易」
請願信。海峰環保教育基金執行董事郭
秀雲表示，海關每日需要處理約6萬個貨
櫃，要成功檢獲非法象牙非常困難，所
以希望借這次機會，向有關部門致謝。
另外，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將於今日

向瀕危物種諮詢委員會提議焚化香港約
33噸存量的充公象牙，郭秀雲表示，支
持政府決定，除了可以讓這些被捕殺的
大象得以安息外，亦能向公眾傳達護象
訊息，令大家停止購買象牙製品。

肩脫臼勿自托 微創加速康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運動創傷是肩關
節脫臼的最常見原因，很
多人自行托臼後便不作理
會，但卻有可能令病情惡
化，令關節提早老化。聖
保祿醫院骨科專科醫生劉
業光表示，在第一次肩關
節脫臼後，患者復發率很
高，若沒有接受手術根治
肩關節不穩定的問題，愈
容易再次脫臼，甚至導致
習慣性脫臼。劉業光指，現時微創關
節鏡手術已非常成熟，較傳統手術更
快康復，縮短住院時間，更快回復活
動能力。
一些熱衷運動的年輕人都可能試過

在球場上被撞傷肩膀，甚至不慎肩關
節脫臼，這些傷患原來不可小覷。骨
科專科醫生劉業光表示，向前脫臼佔
所有肩關節脫臼的98%，發生率為每
10,000人有19.7人。當中有97%個案
導致肩關節撕裂，74%導致肱骨頭骨
折。劉業光呼籲，如果出現脫臼的情
況，患者應該即時求診，切勿自行托
臼，「醫生會於托臼前安排照Ｘ光，
以檢查有否骨折，如在骨折的情況下
托臼，可導致骨折移位，令情況更嚴
重」。
他表示，托臼後肱骨頭雖然已經復

位，但脫臼對關節唇和韌帶造成的損

傷無法立刻復原，必須固定休息最少2
周至3周才能康復，如受損的關節過早
活動，會令關節鬆弛，變成習慣性脫
臼，正常活動關節時範圍稍為過大即
反復發作。

內視鏡減破壞正常組織
他又指，如在成功托臼復位後，仍

然感到肩關節不穩定，必須再次求
診，醫生會進行X光、磁力共振或電
腦掃描影像診斷，判斷有否手術需
要。近日脫臼手術已由傳統開放式手
術，演變至微創關節鏡手術，關節鏡
微創手術是利用直徑約0.3厘米的內視
鏡，直接觀察關節內部構造，以進行
修補，減少破壞患者的正常組織，縮
短住院時間，更快回復活動能力，撕
裂的復發率低至3.4%，比開放式手術
低一倍。

■團體向海
關送上手製
致 謝 卡 。
王維寶 攝

■劉業光(右)表示，現時微創關節鏡手術已非常成
熟，較傳統手術更快康復。 王維寶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