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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為紓緩公營醫療壓
力，醫管局計劃擴大「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
劃」，資助觀塘、黃大仙、屯門3區病情穩定的普通科
門診合資格高血壓病人，以每次45元門診收費看私家
醫生，病人每年最多獲10次資助。計劃將於今年下半
年開始試行，為期2年，料首階段有6,000人受惠。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將於下周一召開會議，討論
醫管局計劃擴大「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至觀
塘、黃大仙、屯門區。現時於普通科門診覆診逾1

年、病情穩定的高血壓患者，只需自行每次支付45元
（等同公立普通科門診收費），便可轉到參與計劃的
私家醫生看病覆診。每名病人每年最多獲10次資助，
包括4次慢性病及6次偶發性疾病，如傷風、感冒
等。

每年或需補貼每名病人2,258元
醫管局建議醫生提供每次慢性病私家診症的收費為

320元(包括診症、計劃藥物及診所行政成本)，偶發性

疾病私家收費238元（包括提供3日劑量的計劃內治理
偶發性疾病的表列藥物及抗生素），故每名病人1年10
次求診需支付最高2,708元。扣除病人自付10次45元
診金，即醫管局每年需為每名病人補貼2,258元。若有
6000人參與計劃，醫管局需耗資1,350萬元。
醫管局會在今年首季向約350名在這些地區執業的私

家醫生發信邀請他們參加計劃，當局會就每名參加計
劃的病人，先向其私家醫生發放185元的籌備費。
文件指，參加計劃的病人在每次就診後，會即時在私

家醫生診所獲配藥物。而參加計劃的私家醫生則可使用其
藥物，或直接向醫管局藥物供應商訂購指定藥物，包括抗
高血壓藥、調節血脂藥、口服降血糖藥和抗生素。
據悉，折扣後的藥物價格約是醫生自行買藥成本的

10%。病人除了接受診治和領取藥物外，經參加計劃的
私家醫生轉介，仍可繼續接受由醫管局提供特定的相
關化驗和X光檢查服務。

醫局2年後全面檢討再擴展
醫管局將在計劃推行6至12個月後進行中期檢討，

並在推行2年後作全面檢討。視乎推行情況，當局會在
適當時候考慮把計劃範圍擴展至更多地區及其他慢性
疾病病人，如糖尿病病人。

45元睇私醫 多惠3區高血壓病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文憑試考期臨近，考
評局昨提醒考生應考時留意事項，避免因違規而被
扣分，影響表現。考評局的數據顯示，去年有145
名及81名考生分別因攜帶未經許可物品到試場，及
違反手提電話規則而被扣分或降級，另有3人於試
場內拍照或公開展示電腦條碼貼紙而被扣分。

考評局：不要帶手機應考
考評局表示，考生的個人物品應放入手提包內，並

將手提包合上放在座椅下。另當局強烈勸籲考生不要
帶手提電話應考，以免考試時電話響起而受罰。
由於答題簿的封面及內頁均須貼上電腦條碼貼

紙，考評局表示，考生切忌心急「偷步」，必須待
試場主任宣布開考後及考試完結前，方可在答卷貼
上電腦條碼貼紙及塡寫考生編號；至於剩餘的電腦
條碼貼紙不可帶離試場，更不要拍照片，甚至上載
至互聯網，否則亦會被扣分。

促考生勿違規 條碼忌放上網

圖濫用特權法調查 反對派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個人遊政策近期在
本港引發討論，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民黨副主席
田北辰昨日表示，他將於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提
出議案，建議中央有關部委與特區政府建立聯絡機
制，調控內地來港的旅客增長，設定49個內地城市
每年個人遊訪港旅客人數的上限，維持每年增長率
在3%至5%。
田北辰昨日在新民黨團拜上表示，去年訪港旅客

總人數急增至5,430萬，其中個人遊旅客佔總數一
半。他們來港消費，能振興香港的旅遊業和零售
業，帶來可觀經濟收益，但本港只是彈丸之地，接
待旅客的能力近年已見飽和，更對市民的日常生活
造成影響。

籲定期評估港承受能力
田北辰就此提出4項建議，包括由公安部協調，
設定各省市每年個人遊訪港旅客人數的上限；調節
每月訪港個人遊旅客人數的限額，避免旅客過分集
中在特定時間來港旅遊；對不同個人遊類別的申請
清晰訂立及公開各項收費水平；與特區政府訂立定
期聯絡機制，定期評估本港在交通、物流、景點設
施等方面的承受能力，商討旅客配額。田北辰認
為，建議可確保本港有足夠能力接待旅客，讓內地
旅客舒適享受來港旅遊，同時減低旅客對本港市民
生活質素的影響。
另外，他又計劃在「兩會」期間提案，希望中央政
府批示廣東省和特區政府，共同研究在內地物色土
地，長期租予特區政府興建由非政府機構協助營運
的公營骨灰龕場。

田北辰倡穩定個人遊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工聯會代表昨
天出席標準工時委員會
諮詢會，表達工聯會對
標準工時的意見，代表
認為香港無償加班問題
嚴重，所以有必要訂立
標準工時。工聯會標準
工時關注組召集人葉偉明在會後表示，過去自
願性質的運作，未能約束僱主向員工提供合理
的超時補水，所以要立法才可以保障員工權益，
要求當局盡快為標準工時立法。
標準工時委員會昨天舉行第3場諮詢

會，聽取不同團體對標準工時的意見，工
聯會多名代表亦有出席。
工聯會指出，香港無償加班問題嚴重，

而長工時文化令僱員身心受壓，令他們的
身體及心理上造成影響，所以有必要訂立
標準工時，以保障僱員權利。

葉偉明：飲食業人工不及1999年
工聯會標準工時關注組召集人葉偉明在

會後表示，標準工時立法可以令僱員在工
作與生活之間取得平衡，有助職業安全。
而近年飲食業工人的薪金水平，仍然未追
上1999年的水平，他認為僱主歸咎標準工
時及最低工資拉高成本並不合理。
葉偉明又指，委員會現時應集中於如何推

行標準工時，而非繼續纏繞在應否立法的問
題上，如商界繼續要求僱員無償加班，最終

只會引致勞資關係緊張，長遠降低香港的競爭力。
他續說，過去自願性質的運作未能約束僱主向員

工提供合理的超時補水，認為除非商界能夠解決相
關問題，否則工聯會都沒有退讓的空間。
工聯會在諮詢會向委員提出立法的相關要求，除

了每周標準工作時間為44小時外，又要求超時工作
「補水」應不少於1.5倍或以假期作出補償，僱員應
有權選擇補償方法。
另外，關於涉及職業或公眾安全構成威脅的工

種，應根據各行業實際情況，由勞資雙方共同商討
出一個合理的工時制度，並設立最高工時限制，以
及按照行業特性，可成立行業委員會商討工時規管
方式。

OT﹁
補
水﹂
無
約
束

工
聯
促
訂
標
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遭商業電台解僱的節
目主持人李慧玲日前在記者會上聲稱，是次被解僱是
特首梁振英打壓言論自由之舉，與李慧玲關係友好的
反對派議員即「一呼百應」，「人民力量」昨日要求
立法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
查事件。各黨派立法會議員表明反對，並批評反對派
動輒引用特權法是在浪費議會時間。

葉國謙：應先交立會小組討論
「人力」議員陳偉業昨日聲言，商台解僱李慧玲涉

及政府高層干預新聞自由，他會盡快在立法會內會提

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引用特權法傳召有關人士調
查事件。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表明反對
「人力」的建議，認為應先由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
討論事件，而非動輒引用特權法，又認為李慧玲應更
清楚說明梁振英如何令她被商台解僱，讓公眾判斷。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她相信今次事件純屬

商台的內部人事調動，不涉及政治因素，故毋須將事件
放上議會討論，更不支持引用特權法調查。獨立議員謝
偉俊坦言，當事人應先反省事件是否涉及辦公室政治或
個人囂張跋扈等問題。金融界議員吳亮星則批評，反對
派凡事政治化，以「公眾利益」為名獲取曝光率，做法

不務實，並質疑既然李慧玲聲稱去年已有人叫她「小心
你份工」，為何她在被解僱後始公開透露。他質疑有人
只為了個人利益，而將事件政治化。
自由黨黨魁田北俊稱，商台是持牌廣播機構，政府

作為監管者有責任到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上交代事
件，但是否引用特權法目前言之尚早。

譚志源：政府尊重新聞言論自由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則強調，香港要

維持國際大都會地位，社會要持續發展，新聞及言論
自由是其中的核心元素，特區政府會繼續努力維護這
些核心價值，尊重及珍惜新聞及言論自由，不會也不
能干預傳媒機構的編輯自由、獨立運作及內部管理，
更不存在打壓新聞言論自由問題。

李慧玲老屈 通訊局踢爆 商台斥損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被解僱
的原商台節目主持人
李慧玲日前在記者會
上聲稱，特區政府為
向商台施壓，遂對陳
志雲涉及貪污的官司
「窮追猛打」。律政
司司長袁國強昨日在
立法會致謝動議辯論
中主動回應，強調有
關上訴絕非政治檢
控，而是基於法律觀
點及在諮詢資深大律
師意見後所作的專業
決定，絕不涉及任何
政治因素，更不應與
新聞自由扯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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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被解僱的前
商業電台節目主持李慧玲，聲言商台原行政
總裁陳志雲為續牌事件向通訊事務管理局叩
門，不獲理睬，遂「屈從」於特首梁振英的
「壓力」解僱她。不過，通訊局昨日踢爆李
慧玲的謊言，指該局從未與商台就續牌事宜
接觸。商台則批評李慧玲的說法毫無事實根
據，不僅對商台，甚至對香港都造成極大傷
害。

陳志雲批李指控荒謬
李慧玲日前在記者會上聲稱，陳志雲對她
「吹毛求疵」，是因為她經常在節目中批評
政府，政府遂對陳志雲涉及貪污的官司窮追
猛打，又指陳志雲曾就商台續牌向通訊局叩
門，但遭冷待，最終作出解僱她的決定。
陳志雲昨日在其主持的電台節目中形容，
李慧玲前日在記者會上對他的指控荒謬，並
無事實根據，是對他人格的侮辱，「有常理
的人都不會相信」，並要求李慧玲拿出真憑
實據。

總經理指全無事實根據
商台總經理陳靜嫻昨日臨時舉行記者會，
批評李慧玲自去年11月節目調動後，冤枉商
台為續牌「滅聲」，向政治勢力「叩頭」，
全無事實根據，極不公平，不僅對商台，甚
至對香港也造成極大傷害。
她續說，李慧玲曾公開表達過不願意與管
理層溝通，而其日前言論，已將商台的合作
關係及互信基礎破壞到蕩然無存，嚴重影響
團隊精神。「這種情況下，商台如何再能與
她同心協力，緊守崗位，為市民服務？」

李慧玲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否認冤枉商台
為續牌「滅聲」，又聲言自己已「盡力」將
「親身經歷」及「親耳聽到」的說話講出
來，希望公眾判斷，商台管理層的回應，仍
然欠她及公眾一個交代。倘立法會引用權力
及特權法調查事件，她一定會合作。
不過，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主席黃毓民前晚在一網台節目上，就狠批李
慧玲稱商台因續牌壓力而解僱她的說法，指
商台續牌是2年後的事，而在處理續牌問題
時，通訊局都要根據法定程序辦事，包括舉
行公聽會等，絕不會有「私下叩門」之事。

黃毓民揭「三大死罪」
黃毓民又指，李慧玲犯下了「三大死

罪」，一是她在鄭經翰主政DBC時，曾經
「密謀跳槽」，二是其節目收聽率持續下
跌，三是她身為商台人，竟公然批評商台。

通訊局：未就續牌晤商台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發言人昨日在回覆

本報查詢時，也踢爆了李慧玲所謂「私下叩
門」的謊言。通訊局發言人指出，根據商台
的牌照規定，持牌機構須於牌照年期屆滿前
不少於24個月向通訊局提交續牌申請。商台
的現有牌照年期將於2016年8月25日屆滿，
如商台有意申請續牌，便須於2014年8月25
日前向通訊局提交申請。通訊局目前未收到
有關申請，雙方亦未有就續牌事宜作接觸。
另外，有網民昨日下午到商業電台門外，

送上寫有「祝您早晨」字眼的紙巾套、杯墊
及有哈哈笑圖案的筆，由商台派員接收。他
們希望商台的早晨節目釋放更多正能量。

教職博覽 學生最愛紀律部隊
南亞青信當差好出路 警隊料獲800份申請

為期4日的「教育及職業博覽2014」將
於明日閉幕，過去兩日吸引不少市民

就進修資訊進場尋寶，場內亦有不少機構
擺設攤位提供求職新知，尤以紀律部隊招
聘單位最受學生歡迎。其中警隊今年以
「加入警隊，發展潛能，服務社群」為
題，在攤位展示警隊多元化的工作，並提
供最新招募資訊。

中五生提早攞料投職場
展覽期間，警察招募組人員即場解答市
民對投考警隊的查詢，並處理見習督察及
警員的申請，為報名人士進行初步遴選及

安排筆試日期，輔助警察隊人員亦有在場
解答查詢及接受投考輔警的申請。跟隨學
校到展覽的中五生阿賢表示，雖然打算在
考新高中文憑試後才正式考慮投身職場，
但仍想趁中間的空檔，透過展覽索取更多
職場資訊，考慮未來路向。
此外，現年29歲，在本港土生土長的南
亞裔人士Bilal Arshad表示，現時仍在進修
數學及物理，因為身為香港人，他冀能投
身警隊回饋社會。
他又指，因小時候曾受警員在生活小事上

協助，對警隊留下良好印象，相信成為警員
是「好出路」，家人亦十分支持他的決定。

警方招聘1,300人 最快5月入班
據警方表示，2014/15財政年度將招聘
約1,300人，包括230名見習督察及1,110
名警員，另輔助警察隊將招聘320名輔警
警員。招募組高級督察陳財興表示，去年
受「雙學制」影響，展覽期共接獲逾800
份入職申請，今年人流及查詢情況相若，
估計與警方形象提升有關。
他又指，接獲申請中在職人士及學生比

例相若，見習督察在即場安排筆試日期
後，最快可於今年暑假入班，至於警員在
通過體能測試後，最快於5月入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
東 ） 「 教 育 及 職 業 博 覽
2014」明日閉幕，不少學生
昨日趁機進場收集就業資
訊，其中紀律部隊招聘單位
最受學生歡迎。有中五生表
示，雖然打算在新高中文憑
試後才投身職場，但仍想趁
空檔考慮未來路向。有非華
裔人士則相信警員是「好出
路」。警方表示，今年人流
及查詢情況與去年展覽相
若，料可接獲逾800份入職
申請。

■葉偉明。
王維寶 攝

■■警隊今年以警隊今年以「「加入警隊加入警隊，，發展潛能發展潛能，，服務社群服務社群」」
為題為題，，在攤位展示警隊多元化的工作在攤位展示警隊多元化的工作，，並提供最新並提供最新
招募資訊招募資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阿賢打算在考文憑試後才投身
職場，但仍想索取更多職場資
訊以考慮未來路向。 郭兆東 攝

■Bilal Arshad表示，現時仍在
進修數學及物理，冀能投身警隊
回饋社會。 曾慶威 攝

■商台陳靜嫻指李慧玲的言論已破
壞合作關係。

■網民昨到商台門外送上「祝您早晨」用具，期望商台發放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