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孕產婦死亡率升近五成
啟院際合作降生育風險 建急危重症救治聯盟

官方證遼寧洪災致死數瞞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遼寧省

鞍山市洪災情況調查組昨日介紹，12月12
日，有新聞媒體報道「岫岩瞞報洪災死亡
人數」後，遼寧省委、省政府責成鞍山市
委立即組成調查組查明事實真相。調查組
已於12日當天進駐岫岩開展工作。目前，
已初步核實認定，在2012年「8·4」洪災
中，岫岩確實存在瞞報死亡人數問題。
調查組正在繼續核查災情及死亡人數和

其他相關情況，落實相關責任。待全部事
實查清後，將對相關責任人依法依規嚴肅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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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

溪 深圳報道）隨着「二孩」

政策的出台，累積生育需求

被集中釋放，產婦的年齡越

來越「高」，生育風險也相

應加大。統計數據顯示，深

圳孕產婦的死亡率從2015年

的6.18/10萬上升至2016年

的8.97/10萬，較去年同期上

升了45%以上。為確保醫療

安全，降低產婦生育風險，

深圳市婦幼保健院與深圳市

第二人民醫院進行院際合

作，近日正式成立深圳孕產

婦急危重症救治聯盟，兩院

專家將為急危重症孕產婦的

救治保駕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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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政策全面放開後，越來越多高齡女性再
次加入到生育大軍，這部分人群因年齡增

大，發生內科、外科合併症的風險明顯增加。國家衛
計委統計結果顯示，2016年上半年內地孕產婦死亡率
為18.3/10萬，比去年同期增長30.6%。

「二孩」需求迫切 產婦數量激增
深圳市衛計委專家指出，相較於北方地區，廣東等
南方地區對「二孩」的生育需求更為迫切，產婦數量
激增。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深圳今年在過去的11個月
中，孕婦建卡數增加了17.98%，戶籍孕婦增加了
71.23%，分娩量增加了13.99%，戶籍產婦增加了

42.45%。孕婦死亡率較去年同期上升明顯，從2015年
的6.18/10萬上升至2016年的8.97/10萬。「今年戶籍
產婦發生5例死亡。雖然橫向對比，仍處於低位波動
狀態，但高齡產婦的增加、高危病情的集中出現，引
起了我們醫務人員的注意。」深圳市婦幼保健院院長
姚吉龍說。
作為深圳唯一一家產婦急危救治中心，深圳市婦幼

保健院每年承擔着全市1/10左右的分娩量，其中合併
內、外科疾病及出現嚴重妊娠期併發症的孕婦比例佔
到了全市五成以上。「高齡女性妊娠時，合併高血
壓、糖尿病、心臟病及肝、腎功能異常等疾病的幾率
明顯增加。一旦出現這些疾病，妊娠期間或分娩期間

因血壓過高或血管病變，而出現心、腦血管嚴重併發
症的風險相應增加。」姚吉龍說，因此，多院多科室
的會診和聯合治療至關重要。
姚吉龍表示，與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進行院際合

作，建立深圳孕產婦急危重症救治聯盟後，將在
ICU、心內科、呼吸內科、神經內科、神經外科、血
管外科、普外科、泌尿外科等多學科進行深度合作，
開通急危重症孕產婦生命救治的綠色通道，盡最大可
能共同保障孕產婦及新生兒的安全。
「建立聯盟後，在孕產婦急危重症救治中若有需

要，深圳市二院的專家能第一時間參與救治。」姚吉
龍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全面二孩」放開後，37歲的陳女士立即加
入了備孕二孩的大軍中，作為一名頭胎剖宮
產的高齡孕婦，漫長的「十月懷胎」路才走
了1/3就已充滿艱辛。不僅備孕難，各項產
檢項目也比頭胎增加了不少，還要隨時面臨
子宮破裂、前置胎盤等危險，整個孕期如履
薄冰。
陳女士有一個5歲的兒子，兒子一直想要

個弟弟或妹妹，政策放開後，她和老公就開
始了長達半年的備孕期，好不容易懷上了二
胎，剛「有喜」3個月就出現了流產先兆，
臥床近一個月才勉強保住了肚裡的寶寶。
陳女士告訴記者，高齡產婦唐氏篩查和羊

水穿刺都是必做的項目，「年齡愈大，先天
愚和畸形兒的發病率愈高，這些頭胎可以不
做的檢查，二胎就必須要做了，可以提前知
道胎兒是否有異常。」
儘管懷二胎風險加大，人到中年，又添一
寶，生活規律也會被徹底打亂。「不過，想
想當老到不能走路時，一左一右有兩個孩子
攙扶，一切又覺得值得。」陳女士無比憧憬
地說。
記者從深圳市婦幼保健院產科獲悉，該科

幾乎每天都會接診有過剖宮產史、發生前置
胎盤的二胎產婦。姚吉龍表示，這些媽媽們
生育二胎面臨危險，需要各醫療機構開展相
應的指導。譬如，二胎孕產婦，因頭胎剖宮
產或其它腹部手術，而出現胎盤粘連、兇險
性前置胎盤或盆腔粘連的情況較為常見，再
次剖宮產時，極易出現胎盤種植到鄰近的膀

胱、腸管，或因粘連而出現鄰近臟器的損傷，泌尿外
科、普外科專家的增援必不可少。同時，這些二胎孕
婦因胎盤植入，也易出現產時大出血及由此導致的
DIC等凝血機制異常情況，搶救時需要血液科專家的
支持與指導，以確保搶救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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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在廣州近
日舉行的嬰幼兒健康論壇中，中國工程院院士、呼吸疾
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鍾南山表示，調查顯示，九成白
血病患兒的家中曾做過豪華裝修，甲醛超標確實會誘發
該病。
在此次「關注嬰幼兒室內環境、關愛嬰幼兒健康成

長」高峰論壇上，鍾南山發表了《室內空氣污染與嬰幼
兒健康》的演講。他表示，對於嬰幼兒來說，絕大部分
時間以室內生活為主，而非室外。室內空氣的優劣嚴重
影響嬰幼兒的成長、發育，並誘導疾病的發生。

室內空氣污染致病率上升
「一到夏天開冷氣，很多孩子就發病，這就是因為冷

氣濾網中塵蟎高。室外污染嚴重，其實室內空氣污染更
嚴重。」鍾南山說，近20餘年，廣州地區凡是對蟎蟲過
敏的學生，哮喘患病率增加一倍。冷氣濾網是蟎類的重
要滋生地，並且蟎類在冷氣使用的高峰期具有較高的陽
性檢出率和密度。在這樣的環境中，嬰幼兒所受到的損

傷大得多。相對於成年人，嬰幼兒每公斤體重能吸入更
多的空氣污染物，由於嬰幼兒氣道更加狹窄，刺激物能
夠引起更大比例的氣道堵塞。據早期資料，幾乎50%因
肺炎死亡的5歲以上兒童是因為吸入室內空氣污染物中
的顆粒物。
室內環境與嬰幼兒的白血病有無關係？鍾南山引用了

中國環境保護協會有關統計資料稱，90%白血病患兒家
中曾進行過豪華裝修，每年210萬兒童死於豪華裝修；
80%的家庭裝修甲醛超標；70%孕婦流產和環境污染有
關；每年內地因室內環境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數高達11.1
萬人。室內環境污染已經成為嚴重影響現代人類健康的
殺手之一。
「另外，吸煙對孩子的影響很大，我非常反對家裡有

寶寶的家長在室內抽煙。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全球哮
喘、過敏性鼻炎與濕疹（過敏性及非過敏性）的發病率
一直在上升，其中兒童的發病率上升更為顯著。室內環
境的改變很可能是重要的病因。室內空氣污染是很需要
預防的。」鍾南山說。

鍾南山：九成血癌童與豪裝有關

■聶樹斌母親張煥枝
資料圖片

山西高調出獄「黑老大」受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從
山西省晉城市陽城縣人民法院獲悉，山西
高調出獄「黑老大」程幼澤涉嫌聚眾擾亂
社會秩序罪一案昨日在該院開庭審理，該
案將公開審理三天。

■程幼澤自導自演高調出獄。 資料圖片

南京原書記楊衛澤囚12年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
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昨日公開宣判
江蘇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書記楊衛澤
受賄案，對被告人楊衛澤以受賄罪判處有
期徒刑十二年六個月，並處沒收個人財產
200萬元（人民幣，下同）；對楊衛澤受賄
所得財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楊衛澤聽取判決結果。 網上圖片

■■深圳市婦幼保健院與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合作成深圳市婦幼保健院與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合作成
立深圳孕產婦急危重症救治聯盟立深圳孕產婦急危重症救治聯盟。。圖為深圳市婦幼圖為深圳市婦幼
保健院產婦保健院產婦ICUICU病房病房。。 記者郭若溪記者郭若溪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據公安部網站消
息，日前，在公安部統一指揮部署下，福建、江西、廣東、
雲南等7省區公安機關開展集中收網行動，破獲一宗特大販
賣嬰兒案，抓獲疑犯157人，解救被拐賣兒童36人。公安部
門在依法懲治「人販子」的同時，還將加大對拐賣犯罪「買
方市場」的打擊整治力度，依法追究「買主」的法律責任。
據公安部介紹，今年5月，福建公安機關接到群眾舉報譚
某明等人涉嫌拐賣兒童的線索。案情上報後，公安部高度重
視，並將此案列為全國「打拐」專項行動掛牌督辦案件，指
揮福建、江西、廣東、雲南等7省區涉案地公安機關成立專
案組全力開展案件偵辦。

被救嬰或遭親生父母販賣
經縝密偵查和走訪摸排，公安機關逐漸查清了該案犯罪團
夥的組織體系、犯罪網絡和人員組成，並掌握了自2014年以
來，雲南文山籍疑犯熊某成、侯某標等人通過江西贛州人張
某生、譚某明聯繫中轉販賣數十名嬰兒，從中非法牟取利益
的犯罪事實。11月24日零時，公安機關集中收網，抓獲疑犯
157人，解救被拐賣兒童36人。目前，案件偵辦工作正在依
法進行中。
另據央視報道，此次行動中解救的很多嬰兒都是剛出生

10天左右，就被疑犯當作賺錢的商品轉手販賣。嬰兒的主
要流出地是雲南文山一帶，江西贛州是嬰兒的買入地之一。
在此次行動中，江西贛州警方共抓獲涉嫌拐賣嬰兒的疑犯
37人，解救被拐嬰兒9名。購買嬰兒的疑犯一般都是生養有
困難的家庭，或者受重男輕女思想影響，特別想要一個男孩
的家庭。
對於孩子的來源，幾名買方交代，賣方大多說是孩子的親
生父母，養不起所以送人，有的還簽有「送子協議」。有的
則說是非婚生子，不好養所以送人。買入嬰兒的價格在10萬
元至12萬元。贛州警方將9名嬰兒解救後，立刻採集他們的
血樣，將DNA數據輸入打拐DNA數據庫進行比對，沒有比
對成功。江西省贛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隊支隊長謝江分析稱，
很有可能是親生母親專門生孩子賣。即使是親生父母，生育
後售賣子女的，一樣構成拐賣兒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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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澎湃新聞及中
新網報道，昨日下
午1時30分許，聶
樹斌的母親張煥枝
在四川澤仁律師事
務所律師辜光偉、
北京京師（天津）
律師事務所律師王
殿學的陪同下，前
往河北省高級人民

法院，遞交了聶樹斌一案的刑事國家賠償申
請書。
王殿學律師透露，這一國家賠償申請主要

包括死亡賠償金、喪葬費、人身自由賠償

金、撫養生活費和精神損害賠償等，還有一
筆當年聶家向被害者康家支付的2,000元
（人民幣，下同）賠償金，各項費用合計
1,391萬餘元。
申請書還請求原河北辦案機關向請求人發

送道歉信並在媒體上公開國家賠償決定書予
以道歉、恢復名譽、消除影響。
據悉，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迴法庭本月2

日對原審被告人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姦婦女
再審案公開宣判，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
聶樹斌無罪。
1994年，被告人聶樹斌被認定姦殺河北石

家莊康姓女子，在1995年被石家莊市中級人
民法院判處死刑。雖然他提出上訴，仍在當
年被執行死刑。

聶樹斌母申逾千萬國家賠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今年1月
到10月份，中國工業機械人產量保持高速增
長，產量達到56,604台，比去年全年產量增
長71.5%。這是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裝備工
業司副司長孫峰昨日透露的數據。
2016年中國機械人產業推進大會當天開幕。

孫峰說，中國機械人產業正處於高速發展階段，
年均增速遠高於全國工業和裝備製造業的增速，
社會各界對發展機械人產業的熱度不減。
孫峰指出，中國機械人產業在高速發展的

同時，仍存在諸多問題。比如，機械人關鍵
零部件進口依存度仍然很高、機械人產業低
水平重複建設隱憂顯現、機械人標準檢測認

證等體系有待健全等。
孫峰說，「十三五」時期是機械人產業發
展的重要時期，近期工業和信息化部將發佈
工業機械人行業規範條件，規範工業機械人
行業市場秩序，推動產需協同合作，推動產
品質量保證，提升中國工業機械人產業的核
心競爭能力。
世界經濟論壇執行董事Helena Leurent認

為，機械人產業的前景無限廣闊，但也面臨
產業瓶頸的潛在風險，因此需保持創新的精
神，通過持續的研發來避免陷入這一瓶頸，
期待通過業界領袖的共同努力，機械人可以
更好地服務社會。

前10月工業機械人產量近六萬台

■■家庭裝修甲醛家庭裝修甲醛
超標現象普遍超標現象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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