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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翁開平買雞 確診H7N9命危
7家人無病徵 本地第五宗禽流個案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老翁本身有長期病患，居於
沙田。他自本月8日起發燒和咳嗽，翌日向私

家醫生求診。他前日因發燒和咳嗽病徵持續，入住
廣華醫院，其後被轉往隔離病房接受進一步治療。
患者鼻咽分泌樣本經化驗後，證實對甲型禽流感
（H7N9）病毒呈陽性反應。
衛生防護中心流行病學調查初步發現，患者曾於

上月24日至本月9日到訪廣東開平，暫居於當地住
所。根據資料顯示，他的家人於上月29日從開平某
村購買一隻已屠宰的雞。

5密切接觸者 瑪嘉烈觀察
病人在香港的7名家人至今沒有出現病徵，其中5

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他們會被送往瑪嘉烈醫院接
受觀察和測試。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病人外遊記錄及接觸史進一

步調查正在進行。同時，中心會追蹤病人其他接觸
者，包括病人曾求診的私家醫生及其診所病人、曾
與病人入住廣華醫院同一房間的人士，以及廣華醫
院醫護人員和相關探病人士。他們將接受醫學監
察。中心會聯絡內地衛生當局，跟進病人於內地的
接觸者。

當局：調整本港監察策略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已加強監察本地公私營醫院

懷疑個案，並會繼續與世衛、內地及海外衛生當局

聯繫，留意最新發展，並根據世衛建議，調整本地
監察策略。
衛生署發言人表示，這是本港第五宗人類感染甲

型禽流感（H7N9）確診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通
報世界衛生組織、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以
及廣東和澳門衛生和檢疫部門。發言人又指，政府
「流感大流行應變計劃」下，嚴重應變級別已啟
動，衛生防護中心跟進工作正進行中。
發言人呼籲，市民要保持個人衛生，勤洗手和避

免接觸家禽，又建議計劃外遊市民時刻保持個人、
環境和食物衛生。截至昨日下午4時，衛生防護中
心查詢熱線共接獲172宗甲型禽流感（H7N9）查
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本港昨日新增一
宗確診人類感染甲型禽流感（H7N9）個案，患者
為 65歲老翁，目前在東區醫院留醫，情況危殆。
據了解，他上月曾到廣東開平，與家人在當地村落
購買一隻雞，煮熟後再運返香港，相信個案從外地
傳入。患者回港後出現發燒、咳嗽徵狀，入院後經
化驗，證實對H7N9病毒呈陽性反應。老翁為本港
第 5宗H7N9禽流感確診個案，過去 4宗個案中，
有3人死亡。病人在香港的7名家人至今沒有出現
病徵。

高永文：分流活雞不宜落戶打鼓嶺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陳廣盛）春節期
間公立醫院使用量超
出飽和，昨日12間
公立醫院內科住院病
床佔用率逾100%。
食物及衛生局長高永
文(左圖)解釋指，香
港目前受禽流感及季

節性流感雙重衝擊，所以鼓勵市民接
種疫苗。高永文又說，公立醫療體系
面對設施及人手不足問題，政府會在
規劃許可下，短期內盡量開設新病
床，長遠會興建啟德醫院。政府又正
與醫務委員會商談，如何吸引在外國
讀醫的港人回港執業。
昨日公立醫院急症室求診人數為

5,014人，12間公立醫院內科住院病
床佔用率逾100%，威爾斯親王醫院
更達132%。高永文解釋指，香港目
前受禽流感及季節性流感雙重衝擊，
寒冷天氣下，病發率及併發症可能性
增加。他指政府鼓勵市民接種疫苗，
並推出不同資助計劃，讓住在院舍的
長者及長期病患人士受惠，又資助適
合群組的市民到私家診所接種疫苗。

擬減實習期 吸回流執業
目前，每年有200個至300個公立
醫生空缺，近年公立醫院求診率上
升，面對現時公立醫療體系設施及人
手不足問題，高永文指，政府會在規
劃許可下，短期內盡量開設新病床，
長遠會興建啟德醫院。政府又正與醫
務委員會商談，希望吸引在外國讀醫
的港人回港執業，日後可能把現時每
年一次的執業資格試加至一年兩次，
以及縮短實習期。

威院擬增病床重建紓壓
另外，高永文回答立法會議員提問時表示，

威院計劃於2014至2015年度加開50張內科病
床，以及一個血液腫瘤科病房，紓緩服務壓
力。威院又會提升手術室和內視鏡檢查服務節
數，以應付服務需求。
他又說，醫管局將訂定威院第二期重建計劃

工程內容，從而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和制定整
體發展大綱，預計服務規劃工作及技術可行性
研究將於2015年上半年完成，之後會按基本工
程程序申請資源分配，以盡快展開威院第二期
重建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本港
下周二恢復活雞批發及零售，本港雞農
建議分隔正在等候檢測結果的內地和本
港活雞。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
示，當局已開始選址處理分流，但仍有
多項因素考慮。對於本地雞農早前建議
選址在打鼓嶺前政府農場，高永文認為
不合適，因為附近已有另一個雞場。但
有本地雞農反駁指，打鼓嶺前政府農場
曾是中央屠宰場，應該問題不大。據了
解，食衛局本周內會再與雞農開會商討
選址、賠償等問題。

曾視察選址 須顧實際操作
高永文昨日在電台節目表示，大多數
市民同意為供港活雞分流，自己亦親自
去過部分選址視察，心目中有考慮地
點，但要顧及實際操作，例如用甚麼材
料鋪設地面，因為每日會有4輛至8輛
大型車輛，運載內地數千隻活雞來港；
也要考慮通風問題，如果氣溫高，要配
合灑水系統及排污設施；也要視乎選址
附近有沒有民居、養殖場等。
然而，高永文強調，一定會在下周二，
即恢復活雞批發及零售前提出方案。
高永文又說，未有決定長遠是否須全面
由冰鮮雞代替活雞。當被問到會否考慮只
選用本地家禽，他指短時間內可以，但過
去10年，本地雞也曾有H5N1，即使可「自
給自足」，也不可做到「零風險」。
他續說，明白農曆新年暫停活雞供應對
雞販造成一定衝擊，當局現正評估損失，
看看是否需要有法例以外的恩恤賠償。據
了解，當局本周內將再與雞農開會商討選
址、賠償等問題。

高指附近有雞場雞農反駁
對於本地雞農早前建議選址在打鼓嶺
前政府農場，高永文認為不合適，因為
附近有另一個雞場。但有本地雞農李良
驥反駁指，打鼓嶺前政府農場曾是中央
屠宰場，應該問題不大，故沒有另一個
提供選址建議。
李良驥又表示，食衛局一直指視察過
很多地方，十分多方案可做分流，但一
直拒絕透露詳情，感到相當無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沚芊）入冬持
續寒冷，流感求診者眾多，香港醫學會
預計流感高峰期一直延續至6月，屆時
公立醫院用於應對流感的總開支將高達3
億多元。醫學會認為，只要做好預防流
感措施，便能有效減省治療開支，故昨
日向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建議，擴大流感
疫苗資助覆蓋範圍至所有高危群組，並
宣傳接種流感疫苗不會帶來嚴重後遺症
的信息，消除公眾疑慮。
醫學會引述醫院管理局數字，今年1

月3日至2月7日期間，已有112人因流
感相關疾病入住深切治療部，當中39人
死亡。香港醫學會副會長陳以誠昨日在
記者會上表示，若流感趨勢持續至今年6
月，受影響人數會比2012年流感流行時
更多。以今年首月因流感相關疾病而使
用醫療系統服務人數，配合流感高峰期
一直延續至6月，推算出公立醫院流感
總開支可達約3.1億元。

港僅14%人接種疫苗

香港醫學會會長謝鴻興補充指，注射
流感疫苗是最有效預防傳染病方法。政
府一直積極鼓勵高危組群人士接種疫
苗，但疫苗接種率仍處於低水平，估計
去年全港只有14%人口接種，遠低於防
止疫症在社區爆發的警界線。
謝鴻興又指，美國去年有近50%人口

接種疫苗，韓國、台灣接種率亦有逾
30%，達安全範圍。

盼包括高危群組
謝鴻興希望政府提供經濟誘因，吸引高

危組群人士盡快接種疫苗，因政府只資助
6歲以下幼童及年過65歲長者，但對高危
組群人士只有鼓勵、卻沒有資助，因而向
曾俊華提出增加預防醫療開支建議，擴大
流感疫苗資助覆蓋範圍至所有高危群組，
包括醫護人員、肥胖人士、懷孕婦女、患
有免疫系統問題等人士。他預計，資助金
額為1.9億元，預防流感支出遠較治療損失
低，受惠人口逾100萬。

陳以誠透露，流感疫苗已由「三價」
發展至最新的「四價流感疫苗」，有助
提升預防正確流感品種功效，但新流感
疫苗價格較高，建議政府資助每針疫苗
金額由130元提升至180元。

無孕婦因疫苗胎死腹中
陳以誠又希望，政府應先宣傳接種流

感疫苗不會帶來嚴重後遺症的信息，以
消除公眾疑慮。陳以誠解釋指，每100
萬個流感患者中，只有1個出現吉巴氏
綜合症，但並非流感疫苗所致。他又澄
清，絕無孕婦因注射疫苗胎死腹中，反
而有孕婦因未注射疫苗感染流感後被送
往深切治療部，又指孕婦接種疫苗能令
嬰兒擁有流感抗體。
醫學會邀請醫護人員在記者會上，即

場為多名來自天水圍的肥胖學生注射免
費流感疫苗，又呼籲高危群組為個人及
防止流感在社區爆發，應盡快接種流感
疫苗。

醫學會建議財爺擴流感針資助範圍
■醫學會為多名來自天水圍學生注射免費流感疫苗。 吳沚芊 攝

■蔡堅接種疫苗，陳以誠在旁鼓勵。
吳沚芊 攝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3歲青年早前否認
去年凌晨在車輛上販毒受審，辯方早前傳召第二名警
員作供。辯方盤問前即向法庭提出申請，引用去年底
上訴庭頒下的判詞，指若線人身份對辯方很重要，控
方不披露線人資料屬違憲，故要求控方披露線人資料。
控方昨日寧願撤銷被告控罪，也不披露線人資料。辯
方透露，今次是上訴庭頒下上述判例後，首宗控方以
此為由撤控的案件。

販毒案警可信性惹質疑
案情指，被告蔡景雄於土瓜灣浙江街車輛上，從

褲袋中取出一個黑紙盒，放於司機座位與車門間。
正在進行反毒品行動的警員目擊事件，遂上前搜

查，並發現盒內有懷疑毒品。被告表示，只是幫人
「帶貨」。
辯方指，警方證人對案發現場描述不清晰，質疑

警方可信性。由於案件有疑點，所以要求控方披露
線人資料，以及在庭上盤問線人。辯方引用去年年
底上訴庭頒下的判詞，指若線人身份對辯方很重
要，控方不披露線人資料屬違憲。

保護線人免遭盤問 首宗控方撤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西環薄扶林道69
號錦明閣一單位一名13歲男童，昨晚被家人薄責後
自行步進房間，久久未見外出。深夜11時10分，母
親推門入房查看，發現兒子上吊，慌忙把他解下報
警求救。據悉，當救護員趕至時，男童已昏迷，送
瑪麗醫院搶救。警方正展開調查。

13歲童遭家人薄責上吊昏迷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杜法祖）港島大
坑一個豪宅單位前晚
遭賊人潛入爆竊，重
達 40磅夾萬亦被抬
走。不過，賊人或因
天雨跣手，離開途中
令夾萬滾落山坡爆
開，沿途更遺下大批
珠寶首飾，但恐事敗
被擒，只能見財化水
落荒而逃。女戶主失
而復得，僅損失現金
5,000元。

夾萬門爆開 首飾散斜坡
現場為大坑宏豐臺1號偉景大廈8座，女戶主姓關（35
歲）。據悉，她前晚7時許外出用膳，晚上近11時返回
寓所時，發現屋內一片凌亂、窗戶大開、夾萬及部分現
金不翼而飛，相信遭爆竊，遂立刻報警。約同一時間，
一名31歲南亞裔男子步經宏豐臺與大坑道之間樓梯時，
發現一個夾萬擱在大坑道斜坡，夾萬門爆開，大量金銀
首飾散滿15米長斜坡，認為有可疑，於是報警。
警方接報後派員到2處現場調查，及後證實該夾萬屬

姓關女事主所有。
賊人入屋爆竊抬走夾萬時，可能因夾萬太重加上天雨
致跣手滾落山坡，夾萬門更因而被撞毀彈開。現場街道
有不少途人，懷疑賊人恐怕被發現，唯有見財化水逃
去。

地盤工未熄匙查車 遭剷叉夾胸亡

賊人爆豪宅遇雨
跣手跌夾萬「散水」

■警方在斜坡尋回屋主夾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元朗洪水橋發生奪
命工業意外，一名六旬地盤雜工昨午「頂更」為工友
駕駛剷車，懷疑剷叉故障，有人未熄匙卻下車檢查，
剷車突然衝前，連人帶貨一併推倒，更遭剷叉夾住胸
口吐血昏迷，送院搶救後不治。警方及勞工處正調查
意外起因。

頂更駕駛 查有否剷車牌
不幸喪生的工人姓林（67歲），從事地盤工作多
年，在肇事地盤任職雜工，間中須頂替工友駕駛剷
車。當局正調查他是否持有效剷車牌。事發後，林妻
偕2名子女趕至屯門醫院手術室外等候消息，憂心忡
忡，獲悉噩耗傷心不已。
現場為洪水橋洪順路建築地盤，正興建多幢3層高

低密度住宅的屋苑，接近竣工。昨晨10時許，林正在
駕駛剷車運送建築材料，準備卸貨時發現車頭剷叉故
障，懷疑油壓裝置出問題，於是下車走到車頭檢查。
據現場消息稱，當時有人尚未關掉剷車引擎、只入了

空檔就下車，剷車突然衝前，連人帶貨一併推倒，剷
叉更夾住胸口及腹部，吐血昏迷。工友見狀，立刻停
工救人及報警。消防員接報趕至，把林救出送院搶
救，可惜延至昨午1時40分不治。
警方及勞工處人員事後到場調查，列作「工業意外

有人受傷」處理，正調查肇事原因，包括是否有人停
車後沒有拉好煞車掣、抑或誤觸變速桿等。

■地盤內有疑似同款叉式的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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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由鄭經翰創辦的網
上電台D100，由於即時轉播香港電台新聞節目及交通
消息，被指侵犯港台版權。日前律政司代表港台入稟
高等法院，控告經營D100的公司侵權，要求法庭頒
布禁制令、下令D100交出侵權物品及賠償。案件已
排期，本周五聆訊。鄭經翰昨日身處海外未有回應。
港台發言人表示，事件已進入司法程序，不便評論。

被律政司控告的是全球華人網絡有限公司（下稱答
辯人），公司註冊處資料顯示，其董事包括鄭經翰及
何國輝。律政司在入稟狀向法庭申請禁制令，要求禁
止答辯人侵犯4個香港電台節目原創文學作品或聲音
版權，包括《晨早新聞天地》、《新聞簡報》、《經
濟行情報道》及《交通消息直擊報道》，並要求禁止
答辯人指示、促致、協助或容許其他人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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