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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洗黑錢涉款
多去年同期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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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鄺慧敏) 根據社署
的數字，2015年至16年度，社署料撥款逾
120億元資助170個社福機構。廉政公署為
確保公帑用得其所，防止業界的貪污問題，
更新了非政府社福機構的行為守則範本，包
括如何處理董事與職員之間收受利益及董事
的利益申報等。廉署表示，將來會進一步把
守則範本推廣至教育及醫療界的非政府機
構。
廉署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作，更新了董

事及職員行為守則範本。廉政公署防止貪污
處處長謝萬誠日前接受傳媒訪問時指，部分
社福機構受政府資助，加上市民的捐獻都屬
公帑一部分，希望該範本能提升社福機構的
誠信管理，並讓機構知道如何處理收受利益
或款待、利益衝突等情況。
廉署曾向65間社福機構進行調查，有一
半受訪機構指內部欠缺基本誠信指引，特別
是每年開支約500萬、沒有受社署資助的機
構，故廉署希望新的守則範本能更切合機構
的實際需要。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強調，社
福機構甚少發生貪腐情況，行為範本只是
「防患未然」。
新的行為守則範本為應否收受利益、處理

利益衝突提供指引。謝萬誠指，小型社福機
構內，職員與董事之間關係融洽，職員會董
事生日及退休時送禮，「機構沒有限制員工
不能送禮給上司，又擔心送禮的金額小而不
能升職」，但容易被認為以後會因此取得利
益，故建議機構清楚訂明禮物的價格上限，
「如列明是否允許員工收禮物，將來真的有
投訴，要調查起來也不會有含糊的地方。」

範本將推至醫教界私人機構
另外，由於社福機構不時會收到服務對象的禮物回

贈以表謝意，謝萬誠表示，如果只是餅乾、工藝品等
只有象徵價值的物品，便可接受，但如果禮物價值
高，便應退還。
至於利益衝突方面，謝舉例稱，若機構想向某公司

採購部分產品，但發現董事與該公司有關係，便應向
機構申報，並與職員共同商討如何處理，或經其他員
工審批後才決定應否購買該公司的產品。
不過，謝萬誠承認，該範本並非法例，但有信心其

他機構會遵守相關指引，希望能助機構增加透明度，
減低不必要指控。該範本現時適用於社聯旗下400多
個機構，廉署將會把守則範本推廣至醫療及教育界的
非政府機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鄺慧敏) 因一時貪念「搵快
錢」隨時墮入洗黑錢法網。根據警方數字，今年上半
年共有9宗涉及嚴重詐騙相關洗黑錢，較去年同期多
7宗，騙徒透過游說他人來港開銀行戶口方式來洗黑
錢，或利誘市民把戶口轉賣。警方呼籲市民應保管好
個人銀行資料，不要因少許利益而犯罪，而銀行亦會
向警方舉報可疑交易。
根據警方數字，2015年首6個月，共有9宗涉及嚴
重詐騙相關洗黑錢，較去年同期多7宗，共涉及4億
5,600萬元，較去年同期多4億；其中單一案件涉及的
最大金額為港幣1億5,500萬，涉及電話、電郵騙案。
商業罪案調查科署理總督察梁梓健稱，現時不少犯罪
集團游說境外者來港開銀行戶口、或利用他人的銀行
戶口洗黑錢，「他們主要利用手機通訊程式、中間人
介紹及電話方式，發放『想不想搵快錢』的訊息而招
攬各地人士來港開戶。」
警方數據顯示，今年的9宗案件中，單一案件涉及
最多的戶口數目為21個。以2012年的案件為例，騙
徒串謀多名境外人士，利用假地址證明於本港開辦銀
行戶口，並以港幣約500元至3,000元的酬勞，把戶
口密碼、網上理財密碼給予騙徒，助他們洗黑錢逾千
萬元。由於銀行發現有過百個銀行戶口，均用幾個相
同的住址證明，銀行便向警方舉報。案件至今共有19
人被捕，當中15男4女，年齡介乎28歲至45歲，全
為境外人士，分別以詐騙、使用虛假文書及洗黑錢等
罪名被判監3個月至3年不等。
梁梓健指，把銀行戶口售予犯罪集團的人多為低收

入人士，「他們為了賺快錢、一時貪心而誤入法
網。」警方提醒市民不要因少許的報酬而把戶口轉賣
給他人，把戶口借給親友使用前亦需謹慎。

■警方表示，會與執法機關及金融機構合作打擊洗黑
錢。 鄺慧敏 攝

■廉署表示，可以為其他社福機構度身訂做防貪指
引。 鄺慧敏 攝

低頭族增 脊彎寒背年輕化
78%學童疑有脊患 醫生倡勿讓子女長用智能產品

經驗「無限耆」醫局重聘退休醫護

專家談推捐器官：難在社會接受程度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楊佩韻) 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啟德醫院的工程仍在
籌備階段，但會以爭取最多的臨床面積為設計
原則，強調住屋設施與醫院的設計是不同，其
需要一定的公共空間及支援性設施。他預計，
在2031年前，公立醫院需要增加約6,000張
至9,000張病床，會陸續在啟德醫院、威爾斯
親王醫院、聯合醫院及北區醫院等地，擴張醫
療服務，以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醫療需求。

醫院實用面積與住屋有別
對於有報道稱，啟德醫院的興建規劃是以
AB兩座同建，讓人擔心此舉會否影響醫院的
實用面積及臨床服務。高永文回應稱，啟德醫
院的工程仍在籌備階段，醫院的實用面積與住
屋設施不同，因為醫院需要很多設施支援臨床
服務。不過他強調，計劃團隊亦會盡量爭取利
用更多的地方作為臨床設施，同時亦要經過特
區政府及立法會，作適當的審批機制，方可落
實。
高永文表示，政府統計處早前公佈香港未來
20年至30年的人口評估，特別是長者的比例
會增加，故當局特別關注香港未來30年的醫
療服務需求。他預計，香港在2031年前，公
立醫院要增加約6,000張至9,000張病床，會陸
續在啟德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聯合醫院及
北區醫院等地，擴張醫療服務，以應付人口老
化帶來的醫療需求。
他續說，長者醫療券使用人數和比率慢慢上
升，而服務提供者亦增加至5,000多個單位，
認為計劃成效令人鼓舞，當局將會繼續實施這
計劃進行恆常檢討，看看是否有優化的機會。
另外，天氣轉涼雖對蚊子活動不利，但據專
家評估，今個冬季會持續較濕，亦有利蚊子滋
生。高永文表示，今年在東南亞一些登革熱為
風土病的地方，病例數目逾8萬宗，台灣亦超
過兩萬宗；內地在廣東鄰近地區的登革熱個案
也有上升的跡象，強調各界不應該鬆懈。

高永文表示，今年外地輸入登革熱個案比過去幾年
多，希望市民出外旅遊時，尤其是到登革熱為風土病的
地方，要採取防蚊措施。他亦說，特區政府會在冬天繼
續滅蚊運動，而市民在家中也要確保不要有容器或地方
有雨水或積聚其他水，從多角度控制蚊患，防患未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翁麗娜、
楊佩韻) 港人對器官捐贈雖並不
陌生，但卻說不上有透徹了解，
繼19歲少女勞美蘭等不及換肺而
病逝，再度引起社會關注。有苦
候4年仍未得到合適腎臟的病人
楊惠蓮稱對此感到失望，現時只
能靠在家中洗腎續命，直言「過
得一日得一日」，批評特區政府
的宣傳不足。
醫管局聯網服務部總監張偉

麟表示，本港每年有約80宗至
100宗腦幹死亡個案，適合捐出
器官，但即使死者生前願意捐
出器官，最終仍有40%至50%家
屬不願意捐出親人器官。他表
示，推動器官捐贈遇到的困難
不在於技術問題，而在社會接
受程度。
昨日分別有電視及電台節目討

論器官捐贈的議題，張偉麟昨日
接受電視訪問稱，現時本港有約
2,000人等候器官移植，而遺體器
官只可由腦幹死亡、即已停止呼
吸，但心臟可跳動的人捐出。他
表示，目前約有17萬多人已作器
官登記，平均每年增長兩萬人，
當中以年輕人居多，但有65%人
並無向家人說明意願。他認為，
捐贈率可改善，但不認同要透過
訂立捐贈目標或增設專責部門解
決。
對於現時社會有討論參考外

國做法，死者如生前無表明意
願，死後將視作自願捐贈器
官。張偉麟說，自願或非自願
捐贈器官，能成為社會議題作
公開討論，已是邁進一大步。
日後維持現有自願捐贈制度抑
或作出修改，則視乎整體社會
的文化和意識，特別是面對死
亡的態度。香港移植運動協會

主席張志騰昨日出席電台節目
時稱，有關建議對病人是好消
息，但需要展開公眾諮詢。

學者指器官捐贈應從教育入手
香港移植學會會長翟偉良表

示，選擇自願捐贈器官是高尚
情操，視乎人權自主。中文大
學醫學院助理院長陳新安則認
為，立法推行自願捐贈器官並
不容易，應從教育入手才是最
好出路。
不過有病人卻苦候4年仍未得
到合適腎臟，楊惠蓮表示，對一
直未有適合的腎臟移植感到失
望，並引述主診醫生指她等到的
機會是微乎其微，現在只能靠在
家中洗腎，直言「過得一日得一

日」。她表示，有病友等到離世
仍未有機會換腎，認為自動捐出
器官的機制可為更多病人帶來希
望，並希望特區政府在器官移植
方面多加宣傳。
陳新安表示，特區政府在有

關方面的宣傳未夠完善，沒有
明確的向社會表達器官移植的
實際需要，建議多舉辦講座，
如解釋捐贈步驟，以便釋除公
眾疑慮。
他續說，中大醫學院採取

「選擇加入」的做法，即捐贈
者自願填表，同意死後遺體用
作教育用途。由過往每年接收
約4具至5具遺體，到近幾年的
80多具，顯示市民觀念改變，
目前不缺乏遺體捐贈。

■楊惠蓮表示現在只能靠在家中洗
腎，直言「過得一日得一日」。

莫雪芝 攝

■陳新安建議多舉辦講座，如解
釋捐贈步驟，以便釋除公眾疑
慮。 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禮傑）不少人嚮往退休生活，
但也有人選擇在退休年齡重回職場。因應人手問題，醫
院管理局重新聘用60名今明年度退休的醫生。除醫生
外，重聘計劃也將包括護士等其他前線醫務人員。有參
加計劃的醫生希望把多年的臨床經驗傳予新晉醫生，作
育英才。
兒童血液腫瘤科醫生李志光縱橫醫界二十多年，本已
到達退休年齡，可以安享晚年，但他自言喜愛工作，而
且身體壯健，於是參加醫管局的重聘計劃。

與好同事合作 續化身再世華佗
工作不一定要留在原處，不少醫生退休後都會選擇離
開政府體系，私人執業更見吃香，但李志光留下的其中
一個原因，是因為他的專業，兒童血液腫瘤科工作上需
要團體協助，「一個人冇可能做到，」若然私人執業，
李志光謙稱會「廢武功」，只可涉足傷風感冒「小兒
科」，因此他執意留在政府醫院，與他形容的「好同
事」繼續化身再世華佗。
李志光自1989年起於威爾斯親王醫院服務，現時為威

院兒科顧問醫生，他憶述大概在2000年，有位得白血病
的7歲女孩命不久矣，生前的願望只是「影靚相」，於
是家人安排在醫院拍攝沙龍，還邀請李志光與女孩合
照，二人合影宛如父女，相牽的手及二人的微笑道盡了
彼此信任的關係，大概這就是「醫者父母心」。
「父母心」不限於病人，李志光表示最希望幫助新晉

醫生，不論在臨床上處理病患，還是在研究上與外國合
作，他都想將經驗傳承，「幫同事在思考上快點兒找到
答案。」然而李志光不認為他們退休會帶來大問題，
「這世界沒有缺了誰就做不了的事。」至於自己想做的
事，李志光期望做有關兒科舒緩服務及醫療倫理教育的
工作，他也希望在未來建成的兒科醫院工作，「一個月
或兩個月都好，都叫做過。」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醫管局承認現時面對退休潮，
今明兩年度有近百名醫生退休，今批合約期兩年的60名
重聘醫生可算是及時雨。除醫生外，醫管局也將重聘退
休護士、專職醫療 (包括藥劑人員)及支援職系員工。至
於未來會否擴展計劃，醫管局指會在檢討成效後再作決
定。

■■威院兒科顧問醫生李威院兒科顧問醫生李
志光選擇不退休志光選擇不退休，，參加參加
醫管局重聘計劃醫管局重聘計劃。。

莊禮傑莊禮傑 攝攝

兒童脊科基金在2014及15學年，為2,088名學童
進行初步脊骨體態檢查，發現有七成八的學童懷

疑患有脊骨問題，當中有21.5%學童疑患有脊骨側
彎、24.9%疑患高低膊，並有32.4%疑有寒背。脊骨神
經科醫學博士伍仲恒昨表示，走路、站立時的姿勢錯
誤，會令內肌肉及骨架不平衡，使脊椎錯位，影響神
經系統操作，或會出現頭痛、頭暈等徵狀。

小二生狂打機致頸痛
智能手機越來越普及，脊骨神經科醫學博士吳慕德
稱，長期低頭用手機，會影響頸椎，令肩頸膊痛。吳
慕德表示，近三四年前開始，越來越多年輕病人因脊
椎問題求醫，「幾歲至十幾歲的病人都有，出現痛
症，甚至脊骨退化及生骨刺。」她舉例指，有小二學

生每日平均使用手機及電腦玩遊戲幾小時，長期姿態
不良導致頸痛，甚至「掂下條頸都痛」。
吳慕德指，現時有一半的病人都因為肩椎及頸痛問

題而求醫，當中大部分都因長期用手機所致。另外，
她表示長期低頭做功課，都會令肌肉繃緊，影響脊椎
健康。

書包太重小三女童寒背
今年就讀小三的琳琳，去年被發現患有脊柱側彎，

其母親司徒太懷疑女兒做功課時的坐姿不正確，使脊
骨彎曲，並出現膝痛。她表示，經過個多月的治療
後，女兒現時已康復，但因不習慣長期坐直，司徒太
仍要不時提點琳琳需維持良好坐姿。琳琳亦因書包太
重而患寒背，司徒太稱有很多東西要帶回校，惟有盡

量幫女兒拿書包，減低她的脊骨負擔。
另外，賽馬會護脊社區推廣計劃也訪問了472名家
長有關子女姿勢習慣問題，發現九成家長認為子女的
姿勢習慣對健康構成影響；五成家長認為子女需改善
站姿、步姿及揹書包的姿勢，但有近56%家長不知道
如何幫助子女改善問題。伍仲恒稱，站立時應挺胸收
腹；而書包的重量不可超過體重的15%，揹書包時也
要扣上胸帶及腰帶；此外，他又指，家長應觀察子女
的姿態，要求他們坐姿要端正，如子女表示肩頸痛便
應求醫。
吳慕德建議市民，不應長時間維持同一姿勢，每45
分鐘至60分鐘便要改變姿勢，否則會影響脊骨功能。
她指，若兩邊耳珠、膊頭及盤骨不平衡，便顯示脊椎
有問題，應盡快求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鄺

慧敏) 智能手機越來越普

及，長時間做「低頭族」

易影響脊骨健康。一項調

查顯示，有七成八的學童

懷疑患脊骨側彎、高低膊

及寒背。有醫生表示，脊

骨退化、肩頸膊痛問題出

現年輕化趨勢，建議家長

避免讓子女長期使用智能

產品，並多留意子女的脊

骨問題。

▲▲脊醫表示脊醫表示，，越來越多病人出現脊椎問題越來越多病人出現脊椎問題，，市民應關注市民應關注
脊椎健康脊椎健康。。左為吳慕德左為吳慕德、、右為伍仲恒右為伍仲恒。。 鄺慧敏鄺慧敏 攝攝

◀司徒太稱，用兩隻手指從脊骨兩旁向下按壓，來回
十多次，便可放鬆關節。 鄺慧敏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