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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營運初期
服務及設施

■急症室首日服務時間為朝
九晚十一，明天起朝八晚
十一，料半年內可做到每
日24小時運作

■提供胃、結腸、支氣管，
以及膀胱等內視鏡檢查

■採用全自動配藥系統

■設有全自動臨床化驗系
統，可同一時間內進行多
種不同生化及血液測試

資料來源：港怡醫院
製表：趙虹

港怡開診 三成專科無醫生
老人科腎科人手未到位 中醫藥科人數最鼎盛

頒訓練營導師守則 保良局：可取消預約 法國嬰兒奶粉 碘不足須下架

位於黃竹坑、預計提供約500張病床的港
怡醫院斥資50億元興建，並於2014年初

動土。該院昨日舉行傳媒參觀活動，介紹醫院
設施及服務，並宣佈醫院將於今日早上9時起
投入服務。

現65駐院醫生只涵蓋22專科
由興建之初，就一直標榜配以先進的醫療
設備及儀器，提供全面醫療服務的港怡醫院早
前曾指出，將會提供涵蓋逾35個專科及分科
的臨床服務。
不過根據展示於該院大堂的「醫生名
錄」，共有65名醫生，並只涵蓋22個專科，
當中以中醫藥科人數最鼎盛，多達10名醫
生。老人科、腎科等專科醫生卻欠奉。
該院營運總監邱家駿承認，有些專科未有
醫生，不過「主要醫生已到位」，醫院首日開
幕就有約50名醫生提供服務。
他解釋，如心胸肺內科等專科不需長時間
有醫生駐院，若有需要，會根據醫院的醫生網
絡，尋找合適的醫生提供服務。

已招聘約600「掛單」醫生
邱家駿又指，「醫生名錄」所展示的醫生
分別為駐院醫生、港大醫學院教授，及與該院
有長時間合作的醫生。現時該院已招聘約600
名「掛單」醫生及逾400名護士，他預計醫院
營運初期，急症室服務、專科門診及內窺鏡服
務需求最大，相信人手足夠應付。
對於大型醫院老人科等專科醫生欠奉，將

在該院內科「掛單」的內科及老人科醫生陳鎮
中回應查詢時指出，絕大多數老人科專科醫生
都會流向公營醫院，甚少流向私營市場，估計
該類醫生人數不逾20人，且大多為半退休的
年長醫生，不志在掛單賺錢，加上港怡醫院位
於港島區，斷不能吸引九龍區的醫生駐院，預
計「因為咁而難請人」。
老人科專科醫生戴樂群則指出，就算最大

規模的醫院亦未必每一個專科亦有駐院醫生，
會按需要招攬合乎醫院要求的醫生「掛單」，
而往往該類醫生名稱均不會對外展示。

病房價目上載網頁可查詢
港怡醫院只會提供雙人房及單人房兩種房

類，病人可按個人需求選擇高級、豪華及貴賓
等病房款式，其中約105間為標準雙人房、32
間為高級雙人房、90間為單人房、6間為豪華
單人房，以及4間為貴賓單人房。
該院會於今日，把病房價目上載至該院網

頁，以便公眾查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虹） 本港

大型私營醫院港怡醫院興建歷時 3

年，昨日宣佈將由今日起投入服務，

惟當中仍有專科醫生人手未到位。據

該院的醫生名錄所示，至昨日只有65

名醫生，只涵蓋22個專科，當中老人

科等多個專科醫生欠奉。該院承認，

有些專科未有醫生，惟有些專科不需

有醫生駐院，相信人手足夠應付需

求。有該院「掛單」醫生指，私營市

場嚴重缺乏老人科專科醫生，估計因

而致「難請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食物安全中心昨
日公佈，一個產自法國罐裝嬰兒配方奶粉樣本的
碘含量不符合法例的最低含量規定，亦與其營養
標籤上的標示值不符，有關商戶已按中心指令將
受影響批次的產品停售及下架，中心正跟進事
件，同時呼籲業界立即停止出售有關批次的產
品。
食物安全中心發言人表示，中心早前公佈從尖

沙咀一超級市場，抽取的一個罐裝嬰兒配方奶粉
樣本的碘含量與其營養標籤上的標示值不符，並
於跟進調查時再在該店抽取一個同款但屬另一批
次的樣本進行檢測，檢測結果發現樣本的碘含量
為每100克含35微克，與其營養標籤上的標示值
每100克含80微克不符。
發言人續指，中心同時亦發現樣本的碘含量為
每100千卡含6.94微克，低於每100千卡含10微
克的最低含量法定要求，違反《食物及藥物（成

分組合及標籤）規例》。
根據食物安全中心資料，涉事產品為「Labora-

tories GILBERT」公司製造的「Physiolac Relay
1」罐裝嬰兒配方奶粉，每罐淨重900克，原產地
為法國，最佳食用日期在2019年5月7日前。中
心已知會有關商戶上述違規事項，有關商戶已按
中心指令將受影響批次的產品停售及下架；中心
亦正追查有關產品的分銷情況，如有足夠證據會
提出檢控。
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任何人如在標

籤上對所售賣的食物作出虛假說明或在食物的性
質、物質或品質方面誤導他人，即屬違法。一經
定罪，最高罰款為五萬元及監禁六個月。
《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亦規
定，任何人如售賣食物的營養素含量不符法例的
規定，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罰款為五萬元
及監禁六個月。

■耗資50億元興建的港怡醫院今日早上9時起，投入服務。 梁祖彝攝

■ 邱 家 駿
(左)相信人
手足夠應付
需求。
梁祖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溫仲綺） 近
日保良局領袖紀律訓練營被指涉及粗
暴對待參與的中小學生事件備受社會
關注，保良局昨日發表聲明，嚴正重
申其不同意、亦絕不接納任何以暴
力、粗言對待學生或損害學生自尊心
的行為。而該局專責顧問委員會昨日
亦就事件通過多項議決，包括頒佈
「訓練營導師及職員行為守則」、嚴
肅檢討訓練手法、要求教師全程監察
等，而已報名參與的學校或機構，則
可取消預約安排。

籲事主提供資料
保良局昨日的聲明指，明白社會認

為需要對訓練營加強監管。該局去年8

月已成立專責顧問委員會，檢視訓練
營運作10年來的情況，當時已制定導
師行為守則。鑑於近日報道各種個
案，專責顧問委員會正作出跟進，以
更有效提出改善措施，呼籲當事人向
該局提供資料，並正主動聯絡相關學
校了解具體情況。
另外，專責顧問委員會昨亦通過4

項議決以回應公眾關注，包括頒佈
「訓練營導師及職員行為守則」，即
時生效；同時嚴肅檢討訓練營導師訓
練手法，糾正不恰當的地方；另亦會
增加透明度，要求在場學校教師全程
監察。
保良局又指，如已報名參與的學校

或機構考慮到近日輿論情況，亦可取

消所有預約安排。
另外，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

昨日亦就訓練營事件發聲明，指若有
關內容及方式不恰當，可導致兒童及
青少年於心理及生理上造成極度嚴重
的傷害，並提及過往於美國曾有青少
年於參加類似的歷奇活動，因導師的
懲罰及疏忽致死亡情況。
聲明亦引述研究指，若這類訓練營

內容及方式恰當，確可為參加者帶來
正面學習效果，呼籲家長為子女選擇
這類活動時，應全面考慮活動內容及
安全資訊，並建議政府作統籌的角
色，為此類服務提供者制定工作指
引，令市民及學生能真正從這類活動
中得到裨益。

■港怡醫院設有全自動臨床化驗系統，可
同一時間內進行多種不同生化及血液測
試。 梁祖彝攝

■■港怡醫院只會提供港怡醫院只會提供
雙人房及單人房兩種雙人房及單人房兩種
房類房類。。圖為標準雙人圖為標準雙人
房房。。 梁祖彝梁祖彝攝攝

■醫院首日開幕就有約50名醫生提供服
務。 梁祖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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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書聲遠 維港薪火傳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友總會會長、原黨
委書記徐敦楷教授，原港澳深校友會

首任常務副會長王文儒，建銀國際董事長
兼總裁胡章宏博士，中國高校香港校友會
聯合會主席郭明華出席典禮並致辭。1950
級林興識校友、1959級王文儒校友、1994
級研胡章宏校友當選香港校友會榮譽會
長，藍海資本創始人兼CEO、1995級楊鋒
校友當選香港校友會首屆會長。楊鋒向香
港校友們介紹了校友會的成立初衷、組織
架構和主要職能，希望將香港校友會打造

成在港校友聯絡、合作、交流、互助的平
台，為母校校友網絡在跨境交流方面貢獻
獨特的力量。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是教育部直屬院校，

是「211工程」和「985工程優勢學科創新
平台」項目重點建設高校。學校前身是以
鄧小平為第一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創
建、並由第二書記陳毅擔任籌備委員會主
任的中原大學。建校69年來，學校以「博
文明理，厚德濟世」為宗旨培育了眾多莘
莘學子，在會計、財政、金融、政法、工
商管理等領域傑出校友輩出，具有強大的
校友影響力。

日前，由鳳凰慈善基金會主辦的「愛心
送暖到雲南 扶助童夢可成真2016-2017山
區探訪活動」圓滿舉行。鳳凰慈善基金會
創會主席李鋈麟帶領40名義工，到訪雲南
省昭通市彝良縣蕎山鎮中心小學、官房小
學、底武小學和和平小學，向當地學校捐
贈文具、生活用品及校舍建設資金，合共
超過56萬元人民幣。又與學校師生互動及
探訪部分學生家庭，為當地教育事業發展
出心出力。
雲南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主任雷耀明、

雲南省彝良縣副縣長邱晨怡、蕎山鎮中心學校校長
潘修明等雲南省方面代表，與全校師生一同見證鳳
凰慈善基金會的愛心善舉，李鋈麟亦代表鳳凰慈善
基金會向官房小學移交捐贈物資。

李鋈麟表示，蕎山鎮孩子們純真的笑容及發奮讀
書的精神，是他們繼續支持蕎山鎮教育發展的強大
動力。鳳凰慈善基金會將盡全力支持雲南貧困山區
的教育發展，相信在愛心友人的關愛和支持下，當
地孩子定能早日成才，回饋社會，共同創造蕎山鎮
的美好未來。

由浙江省人才工作辦公室、省人力
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省人民政府港澳
事務辦公室主辦，香港教育交流中
心、香港金融管理學院協辦的「2017
浙江—香港現代服務業高端人才招聘
會」日前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
浙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副廳
長陳中表示，發展的浙江盼人才，開
放的浙江重人才。香港是國際金融中
心、商貿中心、航運中心，服務業繁
榮發達，集聚着大批高端人才，歡迎
香港的各類人才去浙江考察、交流、
合作，歡迎香港的各類人才到浙江創
新創業。
這是浙江第9次大規模組團赴港招聘

現代服務業高端人才。當日共有包括
浙江大學、浙江工業大學等14家高
校，物產中大集團、省交投集團及省
能源集團等18家國企，浙江省發展規
劃研究院等三家科研院所，娃哈哈集
團等45家知名民營企業等80家單位推
出崗位1,100餘個，涉及教育、金融、
資訊技術、貿易、生產製造等16個行
業。參會企業招聘的人才主要以經營
管理型和行銷管理型為主，包括子公
司董事長、副總經理、海外銷售總監
及管道總監等。校招崗位則以碩士和
博士研究生為主。
此次招聘會除了引進中高端人才之

外，參會單位同時推出13個合作項

目，涉及國際海員俱樂部、文化創意
旅遊、冷鏈物流、高校科研項目及智
能化應用平台，可通過技術、資金及
管道等多種方式進行合作。其中舟山
國際海員俱樂部項目擬投資金額高達2
億元人民幣。

浙江組團赴港招聘現代服務業高端人才 鳳凰慈善基金會愛心送暖到雲南

■■李鋈麟希望同學們努力學習李鋈麟希望同學們努力學習，，回饋社會回饋社會。。

■浙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
陳中（中）、人才市場主任陳丹青
（左）、外事和僑務辦公室副主任陳江
風（右）來港介紹此次招聘會。

3月 18日，中南財經

政法大學在港校友齊聚

一堂，在中環建設銀行

大廈30樓宴會廳舉行香

港校友會成立典禮。跨

越半個多世紀、見證了

母校不同發展時期的

100 多 位 校 友 歡 聚 維

港，共敘當年求學的難

忘時光及校友之情。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香港校友會舉行成立典禮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香港校友會舉行成立典禮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在港校友齊聚一堂見證校友會成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在港校友齊聚一堂見證校友會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