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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府

下周一將向立法會提交規管醫療儀

器的建議方案。工聯會權益委員

會、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

髮型化妝整體形象設計師總會昨日

舉行記者會，一致認同港府對醫療

儀器作適當規管，但認為對美容從

業員專業課程認可及過渡安排並不

足夠，建議港府設立緩衝期及補償

機制，並引入認證制度於醫療儀器

入口時應用。

規管醫療儀器 工聯倡緩衝期
建議設補償機制 入口儀器引入認證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環保團體
綠惜地球發起「綠瓶子承諾」，獲超過50
個單位共逾百個項目響應，當中包括政府
部門、酒店業界及中小學等。參與單位承
諾在工作間或舉辦活動時，不提供即棄膠
樽水，有酒店代表指推行相關政策一年來
少用了一半即棄膠樽。團體表示，「綠瓶
子承諾」於過去約3個月已減少使用1.9萬

個膠樽，期望在未來半年節省19萬個膠
樽。
綠惜地球昨日為活動舉行啟動禮，綠惜

地球總幹事劉祉鋒表示，2015年本港有544
萬個共重136公噸的膠樽被棄置，較2014
年528萬個共重132公噸的數字為高，市民
每日平均多棄置了16萬個膠樽，但回收率
則由14%下降至7.6%。

他續說，由於原油價格近年下降，市場
使用二手膠的誘因及需求下降，令舊塑膠
的回收價由5年前的每噸約3,000元大幅跌
至約 500 元，令回收業界「收一車蝕一
車」，並出現有回收者運到門口才「勉為
其難」回收的情況，因此認為單靠回收膠
樽不能解決問題，更要在源頭起減廢。
響應計劃的超過50個單位承諾在工作間

或舉辦活動時，不提供即棄膠樽水。參與
計劃的信和酒店集團可持續發展經理郭鎧

怡指出，集團旗下的4間酒店早前已在宴會
中停止提供樽裝水，房間內的洗滌液以補
充裝取代較常見的小樽裝，集團的膠樽使
用量成功由前年的220公斤大跌一半，至去
年的110公斤。
出席活動的環境局常任秘書長唐智強表

示，政府的目標是在2020年減廢40%，未
來會將廢電器電子產品及玻璃樽的生產者
責任制法例提交立法會討論，希望盡快落
實垃圾按量徵費。

「綠瓶子承諾」盼半年省19萬膠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屯門醫
院一名49歲男病人去年接受「通波
仔」手術期間，其右冠狀動脈內一度出
現氣泡，至今仍然危殆。該院昨日公佈
調查結果，但仍未能就出現氣泡的成因
得出結論。不過，該院指當日使用的手
術器具均完好無缺，相信事件與手術器
具無關。
屯門醫院稱，該男病人於去年10月

25日上午到該院內科及老人科專科門
診覆診時，出現胸口痛及血壓異常低等
病徵，經診斷後發現病人患急性心肌梗
塞，同日中午即接受「通波仔」手術。
不過，醫生在手術期間為病人的右冠

狀動脈注入顯影劑檢查時，發現動脈內
出現氣泡，而病人的血壓亦持續偏低及
出現心臟衰竭。
醫護人員隨即為病人進行急救，病人

情況轉趨穩定，動脈再無出現氣泡。但
病人手術後血壓持續偏低，於同日下午
接受「人工心肺」治療，然後轉往瑪麗
醫院繼續治療並留醫至今。
調查委員會指出，手術當日醫護人員

在接駁所需的導管及相關儀器後，電腦
顯示屏並沒如常顯示血壓波形圖，護士
發現有關情況後已即時提醒醫生及重新
檢查儀器，但醫生因情況危急，在護士
完成檢查前已開始施行手術。
一般而言，如電腦沒有顯示血壓波形

圖，屬於異常情況，醫護人員應重新檢
查所有儀器後，確定儀器沒有出現氣泡
等問題才繼續進行手術。
不過，委員會未能就手術過程中出現

氣泡的成因得出結論，但由於當日使用
的手術器具均完好無缺，故相信事件與
手術器具無關。但委員會發現，負責手
術的醫生在手術10天後才完成手術記
錄，令部門未能適時跟進個案。
委員會認為，屏幕未能顯示病人血壓

波形圖是一項重要警示，醫護人員日後
若遇到類似情況，應暫停手術，找出未
能顯示波形圖的原因，才能展開手術；
而手術記錄應在手術進行後盡快完成，
以便醫護團隊可以適當安排病人的後續
治療。
屯門醫院接納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及改

善建議，並已向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呈
交報告。

「通波仔」現氣泡
屯院：非關手術器具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唐賡堯表示，曾
與美容業界工會查閱相關建議文件，

認同當局就美容用途醫療儀器的使用管制
進行分類及作出適度監管，惟有關從業員
的過渡安排及專業課程認可的建議則不
多，認為當局如處理不當，會引起從業員
因害怕失去工作而出現恐慌性的憂慮。
他更擔心，有些立心不良的企業，會趁
機開設未經政府認可的美容課程斂財。
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主席許慧鳳指
出，不少從業員於中小企工作或以個體戶

的方式營運，部分仍在使用建議納入規管
的儀器，而該些儀器價值不菲，如果政府
一刀切劃線立法規管，必定會對營運者構
成很大經濟損失，因此建議當局考慮設立
緩衝期及補償機制，給予美容從業人員有
適應期與一些補償。

冀統一發牌 免「混水摸魚」
許慧鳳又批評食物及衛生局與教育局的

培訓政策不協調，大部分美容師都有修讀
資歷認證課程，但在新規管下未必獲認

證，「坊間大部分美容從業人員過往已花
了無數時間與金錢考核了光學牌照。」
她建議港府設立包括勞、資、官等三方
持份者的行業委員會制訂長遠行業發展策
略。她表示，希望能統一發牌及監察認證
機制，免得有害群之馬在培訓上「混水摸
魚」並借機造成培訓壟斷斂財的情況，令
行業及從業人員利益受損。
從事入口醫療儀器的美容健體專業人員

總會顧問潘仕海建議，政府於醫療儀器入
口時引入認證制度，讓美容從業員知道哪

些產品可以使用、哪些儀器只能被醫護人
員應用。
他坦言，不贊成強制要醫護人員在場監督

使用，因現時醫護人手不足，相關費用高
昂，建議引入認證制度讓美容師考牌執業。
食物及衛生局將於下周一向立法會衛生

事務委員會提交規管醫療儀器的建議方
案，包括提倡將非用家的醫療儀器規管分
為4級，如常用於脫毛的激光儀器歸類為
「類別II」，規定必需由註冊醫護人員或受
到註冊醫護人員在場監督才可使用。

■工聯會及
美容業界認
同，政府應
對醫療儀器
作 適 當 規
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

圳報道）第三屆中國（深圳）潮青

創新發展高峰論壇暨深圳市潮汕青

年商會首屆第四次會員大會，日前

在深圳大中華國際交易廣場舉行。

為弘揚和鼓勵潮青創新發展，大會

還設 「創新企業獎」及「創新人物

獎」評選，共有10家企業和12位

企業家獲獎。

深圳市潮汕青商辦大會
蔡東士李統書姚欣耀黃國祥等出席 12企業家獲「創新人物獎」

廣東省委原副書記、廣東省潮人海外聯
誼會會長蔡東士，廣東省政協原副主

席、省委統戰部原部長李統書，深圳市政
協原副主席姚欣耀，深圳市潮人會永遠名
譽會長黃國祥，以及國際潮青聯合會會
長、泰國華人青年商會會長李桂雄，國際
潮團總會永遠榮譽主席、加拿大潮商會會
長林少毅，深圳市潮汕商會創會會長、深
圳市潮汕青年商會永遠榮譽會長吳開松等
嘉賓和海內外潮屬社團會長、代表以及商
會會員近700人出席大會。

李奕標報告去年工作
深圳市潮汕青年商會會長李奕標作2016

年工作報告。他表示，一年來，商會圍繞
服務和發展的主題，在聯誼交流、文化傳
承、創業創新、黨建工作、慈善公益等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商會連續成功舉辦三屆
「中國（深圳）潮青創新發展高峰論
壇」，創辦「潮青黃金珠寶發展論壇」，
開展主題講座，讓學習交流成為常態化。
展望未來，商會將繼續學習海內外潮屬

社團先進管理經驗和優秀運營模式，探索
經濟實體化和資本運作道路，打造國際

化、專業化、市場化的商會。
蔡東士宣佈大會開幕，他在致辭中表

示，守業比創業更難，希望潮青能傳承老
一輩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不斷創新，推
動潮商事業的發展。
此次高峰論壇邀請了深圳市潮汕青年商

會副會長、深圳市奇信建設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副董事長葉洪孝，深圳市潮汕青年商
會副會長、天禧文化控股集團CEO吳思鋒
等6名企業家進行主題演講。
他們分別就自身企業的發展情況以及自

己的創業經歷展開演講，給全體會員們獻
上了一場智慧的盛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修）香港
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日前假中環香港
會，舉行「2017年環球經濟展望」講
座，特邀高盛集團投資管理部中國副
主席暨首席投資策略師哈繼銘任主講
嘉賓，向該會成員分析今年多個國家
於經濟上的優劣和特點，並作出相應
的投資建議。
哈繼銘分析了全球多個地區的經濟
狀況，指美國經濟一直穩定向上走。
根據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的言論，在
他當選後將實施減稅，並放鬆能源、
金融等行業的管制，這些措施能在中
短期內令美國經濟有所提升；歐洲歐
元區的經濟於過去3個季度均持續增
長，比預期中強勁，惟英國脫歐帶來
了一些不穩定因素；日本經濟則有望
加快增長。
他指出，日圓近年持續貶值，如美
國加息速度加快，日圓將進一步貶
值，有助拉動日本的對外貿易；印度
去年受新貨幣制度拖累，增長緩慢，
相信今年能夠回復正常。
總結以上因素，他認為今年的全球
經濟增長速度將會加快，估計能達到

2.7%甚至更高的水平，較去年的2.5%
快。

哈指今年中國經濟穩定
中國方面，哈繼銘認為今年是中國

經濟的穩定年，增長將放緩，他指中
國政府今年着重加強房地產調控力
度，致力控制經濟增長的速度，不希
望太快，亦不希望太慢，並預計增長
速度將是6.5%左右，較去年的6.5%以
上稍低。

他續指，中國經濟的優勢是儲蓄能
力高，而隨着中國人口急劇老化，儲
蓄能力將逐步滑落，為中國經濟帶來
長遠風險。
但他強調，人口老化增加了醫療需

求，人民亦將加強環境保護意識，對
投資者而言是充滿良機，值得多加留
意和深入認識。
出席講座的該會成員包括青年委員

會主任章曼琪，副主任陳澤華、林秀
鳳、呂慶森、龔雅璇等。

潮商會青委邀哈繼銘談環球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青商香
港總會）第六十七屆就職典禮日
前假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超過
500位來自8個不同國家的賓客
出席，場面盛大熱鬧。國際青年
商會 2017 年世界會長 Dawn
Hetzel亦特別來港出席，以表示
對香港總會過去會務發展的肯
定。
青商香港總會2017年的工作

主題為「Best Work of Life」，
意思是竭力與一眾支持機構推動
「服務人群是人生最崇高的工作」。
新一屆青商香港總會2017年會長潘沁怡在就

職致辭時承諾，來年會秉承青商一貫為年輕人提
供發展機會的使命，繼續為青年創造積極正面的
改變。
她期望，青商香港總會的社會服務，不但能讓

社會不同背景人士受惠，更可以透過訓練青年領
袖，讓社會人才生生不息，締造更美好的香港。

世界會長Dawn Hetzel出席
Dawn Hetzel讚揚香港總會多年來對培育年輕

領袖的貢獻，她表示：「全球的青年商會一直以

來成功將社會各界的積極公民聚集在一起。作為
全球志同道合的年輕人，我們享有權利和義務並
且擁有共同的目標，透過吸收新的想法，協作和
多樣性，共同為我們的社群、世界和未來帶來新
的氣息。」
未來一年，青商香港總會將會繼續在個人發

展、國際關係、社會發展及商務發展這四大領域
上加強與各界的合作，並將成立「總會外交事務
委員會」，率領會員參加各個國際性會議，包括
美國及荷蘭聯合國全球峰會及世界大會，以及亞
洲、歐洲、美洲、非洲及中東地區等地的其他國
際會議，讓年輕會員擴展國際視野。

國際青商香港總會新屆就職

■章曼琪（左三）致送紀念品予哈繼銘（右三）。 鄧學修 攝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2017年就職典禮。

■大會頒發「創新人物獎」。 李望賢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