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33月月2121日日（（星期二星期二））A18 ■責任編輯：譚月兒

自閉少年患傷寒亡 曝粵託養所環境惡劣

內地「二孩」政策放開後，深圳

去年誕生的新生兒創歷史新高，月

子中心（又稱坐月中心）也迎來開

業潮。自前年至今，深圳從僅有

一兩家月子中心，新增至現在60多

家中高端月子中心，增幅在內地大

中城市居領先地位。有專家表示，

內地今明兩年將迎來生育高峰期，

建議國家從政策層面建立月子中心

行業標準，並推出相關扶持政策，

降低月子中心運營成本，為生「二

孩」的家庭減輕經濟負擔。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 深圳報道

深圳坐月中心掀開業潮
生育「二孩」迎高峰 專家促建行業標準

據深圳市衛計委統計，全面「二孩」政
策實施後，深圳出生人口總量增加，

去年深圳市分娩數為歷史最高，新生兒出生
人數達23萬。

高齡產婦需求趨增
同時，高危、高齡產婦呈上升趨勢。去年

高齡產婦比例從前年的 11.77%上升到
13.25%，高危產婦比例從 24.04%上升為
31%。產婦平均分娩年齡從2007年的27.7

歲增加到去年的29.14歲。
深圳產科專家齊國光表示，部分有生育慾

望、年齡偏大且能生育的人群會在短時間內
出現「需求釋放」情況，預計今明兩年將達
到峰值，生育人數24萬左右。「儘管深圳開
了這麼多月子中心，仍然無法滿足每年20
多萬新生兒的市場需求。」 齊國光介紹，
韓國產婦95%選擇產後入住月子中心，在中
國這一比例只有1至2%。隨着高齡產婦、
「二孩」媽媽的增加，對月子中心的需求越

來越大。
據悉，中式、韓式標準的月子護理中心

受到媽媽們的青睞，收費從5萬元到20多
萬元（人民幣，下同）不等。深圳愛貝蕊
恩產後護理中心常務副總裁于露表示，
韓式月子護理的標準較為適合中國人，
所以在中國尤其是南方地區受歡迎。比
如產後媽媽提供的通乳泌乳、產後修復塑
型、產後養護護理、產後康復保健，以及
韓式盆底肌修復、韓式皮膚護理、韓式消

水腫護理、韓式去妊娠紋等特色服務，在
國際上都擁有先進的科學化管理系統和專
利設備。

業界盼更多政策扶持
相比韓國流程化的月子護理標準，中國目

前還沒有自己的月子護理的行業規範。于露
介紹，因為生育率極低，韓國政府鼓勵生
育，不僅給產婦生產所需的免費育兒支持，
也讓月子中心享受稅收減免等政策扶持，降

低了月子中心的運營成本。「韓國月子為15
天，比中國時間短，費用也是中國的一半甚
至更低。」
于露稱，中國人口結構「已經惡化」，

「90後」人口數量「可以說是斷崖式減
少」，「二孩」生育慾望仍然低於政府預
期。為鼓勵人口生育，國家應該從生育期
介入，提供更多政策扶持，鼓勵民眾生
育，讓月子中心享受如教育、醫療的同等
待遇，讓民眾享受較高質量的生育體驗。

深圳某月子中心套餐內容
套餐 「愛寶蜜月」套餐 「宮廷御月」套餐

收費（人民幣） 8.98萬元 16.98萬元

孕婦服務 頭部、身體、面部 服務與「愛寶蜜月」
、腹部等護理。 套餐同，次數較多。

寶寶服務 專護室24小時託 服務與「愛寶蜜月」
嬰服務、有專業護 套餐同，次數較多。
士團隊觀察記錄；
智力測評、視覺聽
覺觸覺訓練、音樂
早教、游泳等。

額外贈送 月子牙刷、寶寶棉 毛巾浴巾套裝、韓國
質衣服、剃胎毛服 進口哺乳衣、進口奶
務、滿月蛋糕、寶 瓶，剃胎毛服務、滿
寶照片拍攝等。 月蛋糕、寶寶照片拍

攝等。
資料整理：記者熊君慧

深圳的月子中心彷彿一夜之間遍地開
花，不少靠近口岸的月子中心吸引了來自
香港的媽媽入住，有的中心港客比例甚至
高達三成。深港兩地價格差異大、服務理
念相近、入住環境比香港優越等，都是吸
引年輕香港父母北上坐月子的主要原因。
深圳愛貝蕊恩產後護理中心運營副總裁

李霞介紹，該公司寶安店去年接待港媽超
過30%。「丈夫白天赴港上班，晚上回
到月子中心陪伴妻子和孩子。」
據悉，港媽大多選擇8萬元至10萬元

的月子護理套餐，入住面積從50平米到
100多平米不等。除丈夫外，還可以有
一位家人陪伴，環境比香港更為優越。
據了解，香港媽媽北上深圳坐月子更看重

護理流程和標準，更容易能接受韓式月子護
理理念，許多月子中心提供的服務與香港比
沒有任何差別。比如，母嬰分開，寶寶託管
過程全部公開透明，中心溫控溫濕全部獨立
控制，且有中央氧氣供給系統。
「港媽對瘦身美容要求較高，產後韓式
修復、面部護理、身體護理、頭皮護理
等，都是她們選擇套餐的重要內容。」李
霞說。

兩地差價大
三成客為港媽

■■深圳去年新生兒深圳去年新生兒
創新高創新高，，坐月中心坐月中心
也迎來開業潮也迎來開業潮。。

本報深圳傳真本報深圳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廣東韶關
患有智障和自閉症的15歲少年雷文鋒於去年
8月在深圳走失，同年12月被父親找到時已
成為一具瘦骨嶙峋的屍體。據稱，雷文鋒在
走失期間被送到韶關新豐縣練溪託養中心，

因託養中心環境過於惡劣罹患傷寒病逝。

死亡率高疑瞞死因
由於雷文鋒相貌成熟，他的出生日期被東

莞市救助站工作人員經粗略估算後填為1991

年，比其實際年齡大9歲，使其無法像未成
年人那樣依法享受特別照料。
據父親雷洪建介紹，去年12月，練溪託
養中心曾給出一份新豐縣人民醫院開具的死
亡記錄，上面雷文鋒的死亡原因是「消化道

腫瘤？（疑似）」。但院方開給他本人的死
亡記錄，死因多了一項「傷寒沙門菌感染並
休克」。雷洪建懷疑練溪託養中心想隱瞞兒
子得了傳染病的事實。
知情人士表示，託養中心廁所沒有沖水系

統，整個房間臭氣熏天，大部分人更「瘦成皮
包骨頭」，有不聽話的孩子被繩子捆起來。
據新豐殯儀館工作人員透露，今年1月至

2月18日49天內，練溪託養中心送往該處的
死者共20人。另據廣東某地方救助站相關
知情人士透露，該站2011年至今共向練溪
託養中心送去200多人託養。截至今年3
月，6年內死亡近百人。據稱，韶關市已對
該託養中心四名主要責任人採取強制措施。

11年前特別費案
馬英九獲不起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綜合報

道）台當局防務主管部門負責人馮

世寬昨日稱，解放軍火箭軍部署可

對台灣精準打擊的東風-16彈道導

彈，並稱大陸將加大軍事「恫嚇」

力度。對此，知名台灣問題專家、

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王建

民向本報指出，中國維護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的決心是堅定的，大陸

的軍事部署都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而台灣軍方宣稱所謂

大陸針對「台獨」對台部署東風-16

是一種炒作，是出於政治考慮。

東風-16
類 型：目前中國裝備中近程彈道
導彈最新式導彈，用於打擊中近程
範圍的重要目標。2015年9月3日
慶祝中國人民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
兵首次亮相，於火箭軍列裝。

直 徑：1.2米

射 程：1,000至1,500公里，命中
精度提高到50米以內，可以攜帶鑽
地彈頭、500公斤以上子母彈頭和
集束式多彈頭。

任 務：由於打擊精準度高，將主要
執行定點清除任務，對敵方的重要
加固機庫、彈藥庫、艦船碼頭、機
場停機區、飛機跑道、指揮部、情
報和通訊中心等典型目標，進行精
準的摧毀。

資源來源：新浪軍事、百度百科

台炒作東風-16導彈威脅
專家：圖增軍事預算 配合向美購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
前領導人馬英九於2006年間遭控擔任台北
市長任內涉及貪瀆特別費一案，台北地檢署
昨日偵結，認定馬英九涉貪罪證不足，且首
長特別費早已除罪化，因此對馬英九作出不
起訴處分。
案件源於2006年間，民進黨「立委」謝

欣霓及台北市議員顏聖冠，屢次質疑馬英九
擔任台北市長期間，涉嫌將首長特別費，挪
用當成生活費，及領養流浪狗「馬小九」涉
不實核銷特別費，向當時的高檢署查黑中心
提出檢舉。
期間此案移轉台北地檢署，而台北地檢署

則等到去年5月間，馬英九卸任後，重新分
案偵辦。
全案歷經11年後，台北地檢署偵結，認定

馬英九涉貪罪證不足，且首長特別費已獲除
罪化，因此決定對馬英九作出不起訴處分。
目前馬英九遭綠營告發及檢舉不法案，台

北地檢署仍有七案，正依法偵辦中。
其中，馬英九日前遭起訴涉教唆洩密罪，

這也是馬卸任以來，綠營對他展開「訟海」
策略成功的首例。台灣民意基金會昨日召開
民調發表會表示，有45.1%的民眾認為，馬
英九遭起訴是適當的，23.9%認為不適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2·
13」賞櫻團遊覽車翻倒事故善後理賠及改善
作為，台灣交通主管部門昨日召開記者會宣
佈，正式廢除承辦賞櫻團的蝶戀花旅行社的
旅行業營業執照。
2月13日晚約9時，由台北蝶戀花旅行社

組織的武陵農場賞櫻團在返程途中不幸翻
倒，造成33人死亡、11人受傷，是島內近
30年來最嚴重的公路事故。
台灣觀光局官員說，2月14日觀光局已依

相關規定，要求蝶戀花立即停止經營旅行社
業務。之後繼續調查發現，蝶戀花不但違法
營業，且提供的旅遊服務損害消費者生命、
身體、財產且情節重大，因此依規正式廢除
蝶戀花旅行業營業執照。
台交通主管部門表示，11名受傷住院旅

客已有7名出院，尚有4名在醫院治療，情
況穩定。保險理賠方面，罹難旅客已陸續完
成理賠，受傷旅客已有3名完成理賠，當局
會持續協助家屬申請相關保險事宜。

涉遊覽車事故
旅行社被撤牌照

台當局當日邀請安全主管部門負責人彭
勝竹、防務主管部門負責人馮世寬

等，報告「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後之東亞
區域情勢變化與因應」。

馮世寬：軍事「恫嚇」漸增
馮世寬表示，大陸對台灣軍事「恫嚇」
漸增，回顧去年迄今，解放軍持續推動軍
事改革，精實部隊編制及提升聯合作戰效
能，解放軍海、空軍部隊近年來持續接裝
主、輔作戰艦艇及自製殲-10、殲-11、
殲-15與引進俄製蘇-35戰機、展開先進之
殲-20隱形戰機換裝作業，解放軍火箭軍部
署可對台精準打擊的東風-16彈道導彈，強
化武器裝備現代化與提升軍事硬實力。
馮世寬表示，解放軍海、空軍航經台灣

周邊海空赴西太平洋執行遠海飛行訓練及
對抗操演，「遼寧」號航母也首次繞經台
灣東部外海執行跨島鏈長航訓練，由此判
斷大陸將加大軍事「恫嚇」力度。
馮世寬還聲稱，台灣在情、偵、監方面
有把握能先期偵測到大陸對台不友好的行
為，偵測到以後，「我們有足夠武器能在
境外擊落」。

外交部：反對美售台武器
對此，知名台灣問題專家、中國社科院

台灣研究所研究員王建民指出，中國維護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是堅定的，大
陸的軍事部署都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和領
土完整，而台灣軍方宣稱所謂大陸針對
「台獨」對台部署東風-16是一種炒作，是

出於政治考慮。
至於台灣炒作的原因，王建民認為，一

是不斷製造所謂大陸對台軍事威脅，從而
增加軍事預算，配合向美購武；二是不斷
製造兩岸緊張氣氛，轉移民眾對台灣當局
執政的不滿情緒，一旦島內面臨困境，
就在兩岸議題上做文章。談及兩岸政
策，王建民強調，大陸要爭取最大可能
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但是從來沒有承
諾，也不會承諾放棄以非和平手段解決
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為實現統
一，大陸任何手段都不會放棄的，大陸
一直是時刻兩手準備，大陸幾十年來從
沒有放棄，不會放棄使用非和平手段實
現統一大業，若放棄非和平手段實現統
一，就等於放棄了和平統一。

此外，有美方官員稱特朗普政府正醞釀
對台大規模軍售計劃，外交部昨日回答質
詢時說：「中方堅決反對美售台武器的立
場是一貫、明確的。我們希望美方充分認
清美售台武器問題的高度敏感性和嚴重危
害性，恪守一個中國政策和中美三個聯合
公報原則，停止售台武器，慎重、妥善處
理台灣問題，維護中美關係大局和台海和
平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2018台
北市長選戰備受矚目，宣佈三階段投入台
北市長選舉的前馬英九政府副秘書長羅智
強，其臉書（facebook）粉絲專頁突破50
萬讚，前「行政院長」江宜樺特別錄製影
片，獻上祝福。
任長風基金會董事長、並在香港城市大

學執教的江宜樺，以「不寂寞的俠客行」
為題特別錄製影片，為羅智強參選台北市
長送上祝福。
羅智強對江宜樺的祝福表示感謝與感

動，讓他覺得信心百倍。他說，「政治的
社群時代」已經來臨，未來政治理念的傳
播，網絡非常重要，在網絡上若不能擁有

話語權，就很難傳遞理念、集合同道、發
揮力量，而國民黨在網絡上長期落後於民
進黨和台北現任市長柯文哲，陷於劣勢，
這也是他為什麼設定參選100萬讚目標的
原因。
羅智強去年12月底宣佈三階段投入台北

市長選舉，今年底前，臉書粉絲專頁衝破

100萬讚的「超高門檻」，爭取社群認
同，達標就參選。
江宜樺表示，聽說羅智強的臉書粉絲，

已經突破50萬人次，感到非常非常的開
心，因此要獻上祝福，希望羅智強再接再
厲，以衝破100萬人數為目標。
據了解，目前在國民黨政治人物中，羅

智強已擁有第三大粉絲團，前兩名分別是
馬英九的190萬、朱立倫的85萬。

羅智強參選台北市長 江宜樺錄影片祝福

■■東風東風--1616新型彈道飛彈在新型彈道飛彈在20152015年年
大陸九三閱兵公開展示大陸九三閱兵公開展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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