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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玩主打 動漫迷最後一次排隊

余卓文擬提司法覆核盼復刀

52%月入3萬女性脫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港人生活壓力大，

要同時兼顧家庭與事業的女性更是長期受壓，導致身
心疲勞結果換來脫髮危機。有調查發現，400名30歲
至55歲本地女性中，收入愈高兼愈易脫髮，當中逾
40%每周工作46小時或以上受訪者，均出現脫髮問
題，較每周工作少於40小時的受訪者多6個百分點。
另外，52%月入逾3萬元受訪者直言有脫髮問題，較
月入1萬元或以下受訪者多13個百分點。

心理醫生倡「笑對人生」減壓
另外，調查發現40%受訪者曾因脫髮產生焦慮、抑
鬱等精神困擾，當中更有6%出現自殺意圖，並以36
歲至40歲 (44%)及 41歲至45歲 (51%) 組別比率最
高。調查機構指出，由於女性更年期通常發生在40歲
至50歲之間，體內荷爾蒙平衡會發生急劇的變化，雌
激素會漸漸減少，令髮根更容易受雄激素的影響，導
致頭髮掉落或變得稀薄，當年近60歲脫髮問題會變得
顯著。有心理醫生表示，女士可藉「笑對人生」減少
工作壓力，並透過自我對話找出壓力來源，積極面
對。

電盈高層涉收賄170萬 廉署起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廉署落案起訴電訊盈

科有限公司(「電訊盈科」)一名高層人員，控告他涉嫌
收受170萬元賄款，將公司有關投標的機密資料披露
予一名科技公司唯一董事。被告獲准保釋，今日將在
東區裁判法院應訊，以待案件轉介區域法院。

黃天華涉向科技公司洩密
53歲被告黃天華，為「電訊盈科」助理副總裁，被

控以3項代理人收受利益罪名，涉嫌違反《防止賄賂
條例》9(1)(a)條。
被告於案發時負責監督「電訊盈科」內4個專責寬
頻網絡設計與發展部門的其中一個部門。上述部門需
採購技術產品，並邀請供應商提交標書。
有關控罪指被告涉嫌於2010年7月1日至2012年2

月29日期間，沒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接受3筆分
別為50萬元、70萬元及50萬元的款項，作為向一名
科技公司唯一董事兼股東提供「電訊盈科」機密資
料，以便後者及/或其公司競投「電訊盈科」合約的報
酬。
廉署早前接獲「電訊盈科」轉介的貪污投訴後展開

調查，而「電訊盈科」在廉署調查案件期間提供全面
協助。

「合金珠」港參展 走私真珠回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薇深圳報道）展覽公司、珠

寶公司和個體珍珠商販借參加香港珠寶展之機，將出
口展覽品海水珍珠偽報成「合金珠」，並在展會回程
之際夾帶大量名貴珍珠走私回深，本以為天衣無縫，
未料卻被當場抓獲。23日，涉案的3個被告單位和14
名被告人在深圳市中級法院受審，檢方控告他們涉嫌
走私普通貨物罪。
檢察機關指控，2012年5、6月份，深圳市一間展覽
公司利用香港珠寶展之機，向深圳貿促會申領ATA單
證冊。隨後，該公司與雷州市一間珠寶公司合謀，將
展覽品海水珍珠偽報成「合金珠」到香港參展。同
時，珠寶公司負責招攬國內客戶到香港珠寶展購買珍
珠。

涉偷逃稅732萬人民幣
7名個體珍珠商販到港後自行在珠寶展各參展商處

購買大量珍珠，再將珍珠交給珠寶公司展位的負責人
接收。雙方約定，珠寶公司負責將貨主從香港購買的
應稅珍珠走私回深，貨主要向珠寶公司支付一定比例
的「通關費」。該批走私珍珠統一轉交展覽公司，再
混藏在展覽品中，以偽報品名、數量等方式向海關申
報復運進口。涉偷逃稅款共計人民幣732萬餘元。
檢察機關認為，涉案3個被告單位和14名被告人無

視國家法律，逃避海關監管，走私普通貨物入境，應
以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追究其刑事責任。目前，此
案仍在審理中。

7月24日(第14/085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7月26日

頭獎：$32,928,170 （0.5注中）
二獎：$855,370 （3注中）
三獎：$76,880 （89注中）
多寶：$16,464,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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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質保證局推出首個「香港食油註冊計
劃」，以確認食油的可識辨來源，加強消費者信
心，並提高廢食油在回收過程中的可追溯性，以
鼓勵商戶及市民支持環保和可持續發展，同時提
升機構的品牌形象及口碑。計劃的對象包括食油
生產商、廢食油回收商及處理商、商舖及食肆
等。參與機構需要保證妥善保存及翻查食油，以
及廢食油於供應鏈中的來源記錄，而符合註冊資
格的機構會獲發註冊確認信及註冊標誌。

食油註冊保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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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不少註冊中醫都會在報章及雜誌
上刊登廣告，香港浸會大學一項調查發現，56%受訪者對註
冊中醫刊登廣告的態度正面，並認為刊登廣告是一種可以提
供服務及專業訊息的有效途徑，但同時亦有36%受訪者對廣
告持懷疑態度。
截至 2013 年，香港約有 7,000名註冊中醫，人數約為註

冊西醫的一半，惟市民普遍對中醫的認識不深。浸大傳理學
院今年3月以在線問卷調查方式，成功訪問1,309名20歲以
上消費者，發現56%受訪者對註冊中醫刊登廣告的態度正
面。接近一半受訪者亦認為註冊中醫適合刊登廣告，而廣告
內容應介紹個別中醫的成就。
不過，亦有56%受訪者擔心註冊中醫刊登的廣告有誤導及
誇張的訊息，部分人則對廣告持懷疑態度，亦認為刊登廣告
會提高服務成本。此外，有諮詢過中醫的受訪者，較諸沒有
諮詢過的受訪者，對中醫廣告及註冊中醫人員有更加正面態
度及更少疑慮。

專家倡加強公眾中醫基本知識
研究人員建議，註冊中醫的廣告應強調其服務內容，專業

範疇及專業資格，幫助消費者作出明智的選擇；並應選擇可
信性高的媒體做推廣宣傳，並以較平實的廣告語調加強消費
者對其廣告訊息的信心。研究人員又建議，註冊中醫應加強
教育公眾對中醫的基本知識及治療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中大心臟科教授余卓
文被「封刀」事件餘波未平。余卓文昨日召開記者
會，再度批評醫管局早前公布的調查報告不公道。他
表示，會與法律顧問商討是否提出司法覆核，強調希
望能盡快還他清白。他又指，將約見當局與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高永文，希望可以推翻整份報告的結果，全
面復刀。醫管局回應指，未來數周內會與中大再詳細
討論及共同跟進報告的建議，當中包括余卓文的臨床
工作安排事宜。
醫管局早前發表調查報告，認為余卓文封刀決定合
理。事隔兩星期，余卓文昨日反駁調查報告，指所有
指控都「站不住腳」。他質疑做調查的海外專家資歷
不足，而有關支持他的意見又隻字不提。他表示，希
望盡快恢愎做手術，即使要受委屈，任何可幫助病人
的建議都會考慮，但要看醫管局及中大的安排，再作
最後決定。

余：術後死亡計算非國際標準
他又說，去年2月初指控他「通波仔」手術死亡率
高的審計報告，只是一篇列點式的簡報，內容粗疏，

強調報告以手術後18至24個月計算死
亡率，並非國際標準。余卓文又謂，
醫管局的報告亦指國際標準的手術死
亡率是以30日計算，認為當初中大要
求他封刀的決定無理。
余卓文不認同醫管局要求他再考核

做複雜手術的資格，指曾呈交不少專
家意見力撐自己不需封刀，亦有足夠
培訓及經驗做「左心耳封堵」等複雜
手術，但醫管局報告只偏聽不支持他
的專家意見，並無肯定其技術。

醫局：數周內再詳討論報告建議
醫管局昨回應指，獨立檢討委員會在整項檢討的過

程中，一直以病人安全為首要考慮，委員會公布的報
告已涵蓋有關事件及所引發一連串事件的調查結果。
委員會在本月9日發表報告並即時送呈余卓文，希望
他盡快提供書面意見。該局已經與中大醫學院跟進委
員會的報告，並就報告中的結論及建議，在未來數周
內再詳細討論及共同跟進報告的建議。

月入逾萬 傲齡就業博覽供4,200職
張建宗：政府勉長者工作 為公僕延退休示範

耆康會昨日舉行的「傲齡動力就業博覽會」，協助並鼓勵50歲
或以上退休人士重投社會，共有42間機構參與，提供接近4,200

個全職及兼職空缺，數字屬歷屆之冠，成功吸引接近3,000名中高
齡人士到場參加。

停車場泊員月薪達17,000元
博覽會提供的職位空缺多元化，不止一般的前線空缺如保安
員、護理員，更有美甲師、司儀、宴會統籌員等，讓長者盡展所
長。兼職時薪由30元至132元不等，部分全職月薪更逾萬元，例
如停車場泊車員月薪達17,000元；專業職級如職業治療師、物理
治療師、護士，月薪更可高達37,630元。

2041年有百萬80歲以上長者
根據統計處數據顯示，本港至2041年會有100萬名80歲以上
的長者，勞動人口參與率將會由2012年的58.8%，下降至2041
年的49.5%。張建宗表示，鼓勵長者就業是政府的大方針，希望

對延長公務員退休年齡可以起示範作用，令僱主可以更靈活地聘
請長者。他又指出，現時僱主的聘用文化要改變，應該更友善對
待長者，舉辦更多招聘會，以及為長者提供更多招聘資訊。
到場求職的62歲陳先生表示，退休後很空閒，「孫仔都要上
學，陪不到我。我現在還有氣有力，工作可為我帶來滿足感。」
憑一雙巧手，現年62歲的何女士，製作的絲襪花成功令在場不少
男女老少笑逐顏開。何女士透過書本及網上短片自學絲襪花，電腦知
識更不遜於年輕人，現時是絲襪花班導師及耆康會數碼師傅，「退休
前我是功課輔導導師，現時雖然更忙碌，但過得更精彩、更開心！」

退休警改做「大妗」幫洋人「上頭」
退而不休的還有57歲的鄒先生，他原本是警員，因喜歡中國
文化，退休後投身大妗員，曾經為外國人「上頭」，更會利用警
員的觸覺，替新娘房檢查門鎖、檢查酒樓的走火通道。「能帶領
一對新人踏進幸福的新生活，得到對方的信任，而且又是自己有
興趣的事，感覺非常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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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
東）第十六屆香港動漫電玩節將
由今日起，一連5天於灣仔會展
中心舉行。今年動漫節的場地範
圍達17萬呎，共約550個參展攤
位，規模屬歷年之冠。當中，
SCEH 的 Playstation 及 微軟的
Xbox將同場較量，LEGO亦闊別
一年後重返展場。由於今年不再
設有會場限定版模型，排隊黨不
復見，但有在場外通宵守候進場
的市民認為，動漫節經已變質，
場內動漫大勢不再，大會只注重
電玩市場，直言今年可能是最後
一次入場。
動漫迷期待已久的「第十六屆
香港動漫電玩節」今日開幕。動
漫迷將可在17萬呎主場中穿梭於
550個攤位內，收集多項最新動
漫相關產品資訊，及購買會場限定首辦模型、限量精品
及電玩等精品。
大會今年首次租用逾17萬平方呎位置，更將首次有逾

750人次登台表演，而有兩大主機亦首次同場較量。

PS激鬥Xbox LEGO「極地」吸客
PlayStation的動漫節展區佔地240平方米，提供逾30

款遊戲試玩，料展期內銷情及人流可較去年底舉行的亞
洲遊戲展有30%增長。SCEH指，展期內將每日填貨，
相信入場市民反應相當踴躍。競敵微軟Xbox則為迎接
電玩節，亦預備了逾40款新款遊戲予機迷試玩，並提供
新機Xbox ONE預售及Xbox 360會場獨家限定優惠回
饋機迷。
另一方面，大受男女老幼歡迎的LEGO攤位今年亦以

「極地」為題，擺設多個有關南極與北極的裝飾，包括
愛斯基摩人及企鵝，冀藉此空揚環保意識。同時，
LEGO攤位內亦設有「趣味香港」環節，14位本地創作
家砌出心目中的香港特色，市民可即埸投票選出心水至

愛，其中有關大澳、公屋及大戲棚的LEGO模型更是幾
可亂真，充分表達出港人港地港情。

球星系列熱爆美斯尼馬現場沽清
至於往年導致多人大排長龍的限量首辦模型，因今年
不再設有會場限定版，排長龍人潮不復見，但早已上網
預訂的市民，就可入場取貨。有負責攤位表示，球星系
列繼續大賣，其中西甲巴塞的美斯及尼馬等均最好賣，
現場已沒有現貨可買。攤位續指，每個模型售價約2,000
元，相信會受市民歡迎，下一步將計劃擴展至港人熱捧
的英超球星，延續首辦模型熱潮。
昨日下已有數十名市民在會場外守候進場，當中頭號

「天下」迷蔡志偉昨日亦一如以往，早在書展完結當日
已排在首位，繼續到天下攤位盡「掃」心中情，預算在
場內消費約6,000元。
不過，連縯續16年到場，蔡志偉坦言動漫展經已變得

只注重電玩市場，「視乎明年天下攤位的消息，否則今
年將是最後一次入場，因為『有天下，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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