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2016年度

中華健康快車基金會表彰典禮上周三（7日）在北京舉

行。健康快車創會主席方黃吉雯在會上表示，今年有

四列健康快車開進內地九省份，惠及過萬名貧困白內

障患者。其中，第一列車「香港光明號」於4月啟程，

赴安徽阜陽和重慶酉陽，免費幫助當地貧困白內障患

者。健康快車項目成立19年來，共使約18萬人重獲光

明。另外，為響應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健康

快車還派出醫療隊赴斯里蘭卡，為當地民眾免費治療

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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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健康快車今年助逾萬人復明
開進內地九省份 免費治療白內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四
川、深圳檢驗檢疫局與宜賓市人民政府於12
月1日簽署《共同促進四川宜賓供港蔬菜出
口合作備忘錄》，建立起「產地檢驗檢疫、
口岸直通放行、政府源頭管控」的供港檢驗
檢疫監管放行新模式。根據三方合作備忘
錄，四川檢驗檢疫局負責對供港蔬菜進行檢
驗檢疫，深圳檢驗檢疫局離境口岸實行免檢
通關，宜賓市政府則從源頭控制農藥殘留等
質量安全隱患。
「三方聯手為宜賓供港蔬菜開闢了綠色通

道，香港市民能長期品嚐到產自長江邊上的
新鮮蔬菜和瓜果。」宜賓市委常委、副市長
王可說，三方將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商討解
決供港蔬菜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地方
政府首次以合作備忘錄簽訂方的身份參與進
來，將承擔起食品安全總責任人的職責。」

嚴格把關確保達標
一輛車牌川E47443的冷鏈物流車滿載着

400件新鮮蔬菜，在12月2日下午抵達深圳
文錦渡口岸，並於翌日上午8時通關運來香
港。據悉，這批蔬菜有菜心、芥蘭等共300
箱，均產自長江邊上的四川宜賓。截至目
前，四川已有兩家供港蔬菜基地。
是次供港蔬菜的基地位於宜賓市江安縣，

隸屬於宜賓市港峰農業發展有限公司，核心
基地約700畝。「在四川檢驗檢疫局指導
下，基地建立了完善的質量安全管理體系，
具備農藥殘留自檢自控能力。」宜賓市港峰
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蔣隆榮介紹，經
200多項農殘掃描檢測，出口產品均符合供
港澳蔬菜安全標準。
據悉，該基地總面積1,700畝，計劃2017

年將供港蔬菜種植面積拓展到1,200畝、出
口額達200萬美元，到2018年全部種植供港
蔬菜。該公司安置約300農民工就業，並通
過「公司+農戶」帶動300多戶農民走上現代
農業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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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深圳檢驗檢疫局與宜賓市人民政府早前簽署備
忘錄。圖為宜賓供港菜基地。 本報四川傳真

據方黃吉雯介紹，今年的四列健康
快車火車醫院分別奔赴安徽阜

陽、廣東肇慶、吉林遼源、河南洛陽、
貴州安順、重慶酉陽、內蒙古巴彥淖
爾、廣西來賓、四川資陽等地，為這些
地區的一萬餘名貧困白內障患者實施復
明手術。方黃吉雯說：「為貧困地區的
人恢復光明，也是幫助他們家庭脫離貧
困的重要手段。這和我們國家提出的精
準扶貧思路是一致的。」除了提供免費

白內障手術，健康快車還在行駛途中建
立健康快車眼科中心，為當地培訓眼科
醫生，把先進的眼科醫療技術留在當
地。

首赴斯國服務「一帶一路」
方黃吉雯重點介紹了健康快車的新項

目──健康快車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簡
稱糖網病）篩查項目。她表示，糖網病
如何防盲，最關鍵的是篩防，僅社會公

益組織幫助篩查力量薄弱，為此多位政
協委員已向全國政協提交提案，希望能
將糖網病篩查納入全民醫療保障體系，
減少糖網病致盲病患。這份提案更得到
了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的簽名支持。
目前，國家衛計委已開始着手研究將糖
網病篩查納入醫保範圍的工作。
另據原衛生部副部長、中華健康快車
基金會副理事長黃潔夫介紹，健康快車
在2016年還走出了國門，把來自協和

醫院的醫療隊派到了斯里蘭卡，執行
「健康快車國際光明行」的國際醫療行
動。目前，醫療隊還在斯里蘭卡科倫
坡，為當地貧困的白內障患者做手術，
他們計劃在一個月的時間裡，完成500
例手術。這不僅僅是一次跨國界的醫療
援助行動，也是健康快車為配合國家
「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促進中國與
周邊國家眼科醫學界的技術交流，體現
「大愛無國界」的公益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12月3日上
午，穗港澳青年南沙新區第四屆十八羅漢山定向越野
競賽在廣州南沙區大崗鎮十八羅漢山森林公園舉辦，
約有150名港澳學生參加了此次競賽。南沙區青聯負
責人介紹，舉辦此次活動旨在引領廣大青年特別是港
澳青年學生增進對南沙新區和自貿試驗區的認識和了
解，贏得青年對「雙區」開發建設的理解和認同並積
極參與，自覺爭做國家新區和自貿試驗區政策宣傳
員，助力廣州南沙新區城市副中心建設。

參賽者指過程考驗團隊合作
據統計，此次競賽吸引了978名青年報名參賽，通

過分成六人一組，共組成163組小隊進行比賽，其中
參與的港澳大學生人數約為150人。比賽當天，各小
隊一齊沿着十八羅漢山森林公園的專業跑道前行。一
名參與競賽的港生小吳表示，自己是通過校園網站看
到越野競賽的信息，於是和其他幾名熱愛跑步的同學
一起組隊報名。「平時來到空氣清新的郊外機會不
多，參加這次比賽既可以考驗我們的團隊合作，也可
以當做一次郊遊。」
據悉，這已經是連續第四年在大崗鎮十八羅漢山舉

辦該賽事，因該賽事聚集了時尚、趣味、休閒等元
素，特別是港澳學生的參與積極性大幅提升。當天比
賽結束後，共有36支隊伍獲獎。

穗野外定向活動 助港青識南沙

■是次十八羅漢山定向越野競賽吸引978人參加。
圖為比賽現場。 記者帥誠 攝

■■健康快車成立健康快車成立1919年來年來，，共使約共使約1818萬人重獲萬人重獲
光明光明。。圖為早前健康快車停靠貴州圖為早前健康快車停靠貴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方黃吉雯表示，
今年健康快車惠及
過萬名貧困白內障
患者。

記者江鑫嫻 攝

60歲加拿大男子帕內爾
熱愛馬拉松，被稱為「馬
拉松之男」，但他去年確
診腦部出現血塊，擔心從
此無法再跑。帕內爾養病
期間得悉阿富汗婦女將首
次參加巴米揚馬拉松，他
許下承諾，在康復後要到
當地參賽，親身支持阿國

女性。帕內爾最終戰勝病魔，上月在巴米揚完成全長42
公里的全馬賽事，並與一名阿國女跑手攜手衝線。
帕內爾指，他去年確診腦血栓，醫生讓他處於臨床昏迷狀

態，最終救他一命。有一天他看到首次有阿富汗女性參加巴
米揚馬拉松的消息，決定要再次參賽，支持當地女性。
巴米揚賽道位於海拔近3,000米，經過多條破舊村莊，

沿途地勢崎嶇陡峭。帕內爾最終克服重重困難，與6名
阿富汗女跑手之一的庫布拉攜手衝線，以6小時52分鐘
完成賽事。 ■法新社

Uber的司機權益一直備受關注，英國下議院就業與
退休金委員會主席菲爾德日前發表調查報告，指部分
Uber司機每周工作逾70小時，但每小時淨收入僅2英
鎊(約19.5港元)，遠低於每小時7.2英鎊(約70港元)的
法定最低工資，儼如「維多利亞時期的血汗工人」。

報告引述83名Uber司機指，Uber不斷聘請司
機，以獲取更高佣金，許多司機被迫長時間工作維
持生計。此舉不單損害司機健康，更對乘客和其他
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
菲爾德呼籲政府在Uber營運牌照明年到期後，在

對方承諾不再聘用「血汗司機」後才容許續牌。
Uber回應指報告引述的只是個別案例，強調大部分
司機每周工作少於40小時，又指司機每小時平均賺
取逾16英鎊(約156港元)。

■《星期日郵報》/《衛報》

64歲美國女司機羅傑斯打破電召汽車Uber最長
旅程紀錄。今年6月一名女乘客在弗吉尼亞州登
車，要求羅傑斯駛往紐約布魯克林，全程花近8小
時，行駛638公里。羅傑斯把乘客載到目的地後，
立即驅車返回弗州家中，連續駕駛15.5小時，途中
沒上過廁所。羅傑斯笑言她全程都保持清醒，長時
間駕駛對她來說不算什麼。
羅傑斯透露，該名女乘客年約19至20歲，在

正午登車時表示希望見男友，詢問羅傑斯向北能
駛至多遠，羅傑斯答道反正自己當天沒太多工

作，載多遠也沒問題，女乘客於是要求直驅紐約
布魯克林，隨即在後座睡足全程，到達目的地時
已天黑。
羅傑斯稱，此程車費為 294 美元(約 2,281 港

元)，相比紐約市普通的士行駛相同路程便宜得
多，但若乘客乘搭內陸機僅需188美元(約1,458
港元)，乘火車更只需95美元(約737港元)。羅傑
斯又指，她全程花了32美元(約248港元)加油及
支付公路費，扣除所有成本，每小時只賺得9美
元(約69港元)。 ■《紐約郵報》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早
前承諾明年 1月起每日減產
120萬桶後，前日再與11個非
OPEC產油國達成2001年以來
首項協議，後者同意每日減產
55.8萬桶，為期6個月，之後
再商討續期。雖然減產量稍低
於原先60萬桶的目標，但仍是
非OPEC產油國歷來最大讓
步。最大產油國沙特能源大臣
法利赫稱，這項歷史性協議有
助加快油市再平衡，但有市場
人士質疑雙方會否恪守協議。
擁有 13個成員國的OPEC

內部為達成減產協議，爭辯近
一年，加上質疑非OPEC產油
國未必衷誠合作，導致兩項協
議難產，但各方最終仍能達成
共識。不過有意見質疑，
OPEC過去經常在產油配額上
造假，協議未必順利落實。事
實上，尼日利亞及利比亞獲豁
免減產，意味沙特需承擔更多
減產額。
俄羅斯15年前曾違反承諾，
拒與OPEC同步減產。根據最
新協議，俄國將每日減產30萬
桶。有分析員擔心，墨西哥、
馬來西亞等其他非OPEC產油
國未必積極配合，或會把產油
量自然下降視作履行協議。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6旬漢戰勝腦疾
跑畢阿富汗全馬

英Uber「血汗司機」 時薪不足廿蚊

弗州赴紐約奔638公里 創Uber最長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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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理想經濟理想

憧憬特朗普效應憧憬特朗普效應 料加料加11//44厘厘美國近期經濟數據理想，失業率跌至9年低

位、上季經濟增長亦高於3%，市場人士普遍

認為，聯儲局會在明日舉行一連兩天的議息會

議中，把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由0.25至

0.5厘上調0.25厘。分析指，候任總統特朗普

承諾會減稅和擴大基建，以刺激經濟增長和通

脹，令加息的時機日見成熟。

聯儲局去年12月加息後，外界曾一度估計今年會再加息
4次，但由於經濟數據參差，加上受英國公投脫歐、

中國經濟放緩及美國大選等因素影響，聯儲局此前7次會議
皆按兵不動。直至上月，聯儲局主席耶倫出席國會聽證會
時表示，加息條件持續增強，暗示會在本月加息。

明年料加息3至4次
穆迪首席經濟師桑迪表示，聯儲局將密切關注特朗普上

任後的施政方向，有機會在明年加息3次。美銀美林經濟師
認為，由於美國已基本上達至全民就業，聯儲局考慮加息
時無需過分審慎。《華爾街日報》上周對經濟學者進行的
意見調查顯示，他們估計局方在明年底前會加息4次，平均
息口是1.26厘。
美國10年期債息由特朗普當選前的不足1.8厘，升至目前

2.4厘，若聯儲局加息4次，債息料升至3.5厘。路透社的調
查則估計會加息3次。

3鴿派接任 地緣政治存隱憂
不過有意見認為，鑑於地緣政治不明朗、特朗普的政策
又欠缺具體細節，聯儲局明年能否如期加息尚存隱憂。In-
vestec經濟師克拉克稱，3名有投票權的公開市場委員會
(FOMC)「鷹派」委員，明年會由「鴿派」頂替，相信加息
步伐會保持平穩。

■《泰晤士報》/法新社/《星期日電訊報》

■■聯儲局將於明日起聯儲局將於明日起，，舉行一舉行一
連兩日的議息會議連兩日的議息會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美聯儲本周勢加息美聯儲本周勢加息

■■羅傑斯笑言羅傑斯笑言，，長時間駕駛對長時間駕駛對
她來說不算什麼她來說不算什麼。。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帕內爾與庫布拉帕內爾與庫布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