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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安推婦科手術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初
生嬰兒若出現嚴重併發症，隨時致
命，因此早期醫療護理十分重要。
有兒科醫生指出，嬰兒生產過程
中，有感染母體病菌危機，引發併
發症，嚴重可致命，估計每50名新
生嬰兒中就有一名需入住加護治療
部。對於有關醫療需求，有私院早
年推出兒科服務上限封頂計劃，下
月計劃把同類計劃擴至婦科，只需
按照所進行的手術大小類型，支付
不超過1,000元，即有10萬元保障
額。
仁安醫院副院長伍百祥昨日與傳

媒茶敘時表示，估計該院每50名新
生嬰兒中，就有一名需入住加護治
療部或初生嬰兒深切治療部。他指
出，初生嬰兒常見疾病多為乙型鏈

球菌等先天性感染，因為難以事先
檢查出來。主要感染源頭是孕婦懷
孕時受感染，產道存有細菌，而嬰
兒生產時經過子宮受病菌感染，引
起嚴重併發症。他形容，該感染是
新生嬰兒隱形殺手，受感染嬰兒器
官迅速受襲，嚴重引致肺炎、急性
腦膜炎及敗血症，甚至死亡。
對於90%新生兒有出現突發事件

需要，該院早年推出兒科服務上限
封頂計劃，合資格孕婦只需支付數
百元，其嬰兒就有定額醫師服務收
費保障額。至今已有約5,000名至
6,000名孕婦，以及4,000名嬰兒參
加計劃。

付款不到千元 保額10萬
因應兒科計劃經驗累積，該院計

劃下月推出「婦科手術保障計
劃」，只需按照所進行的手術大小
類型，支付不超過1,000元，即有
10萬元保障額。若術後出現併發
症，病人則只需支付首筆不超過6
萬元費用，其後住院一周內房租、
診斷檢查、手術室、護理、藥物及
消耗品等費用均獲承包。

港怡開業 仁安員工被挖
另外，上月開業的港怡醫院，近

年連番掀起人手爭奪戰，相信公私
營醫院均有不少醫護被挖走。該院
副醫務總監梁國齡透露，去年同期
連續3個月，被港怡醫院每月「拎走
一個後勤經理」，需要到處物色新
任人選，但相信對該院影響不大。
他認為，港怡醫院位於港島區，

仁安醫院位處新界東，位置相隔甚
遠，相信其難以吸走部分居於新界
區的同事。

空污政爭 港全球宜居排名跌

居屋奪秒爭分 青年無樓難「婚」
收表7.9萬超額申請37倍 多人未趕及抱憾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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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表及白表申請者配額各半

■房委會預留600個配額予「家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
及100個配額予單身者

實用面積
(平方呎)

368至468

375至552

380至543

平均呎價

7,739元

4,292元

4,422元

售價(元)

248萬至385萬

139萬至244萬

146萬至255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受困於
政治內耗，本港宜居排名持續下跌。
跨國人力資源公司ECA昨日公佈「亞
洲外派員工最適宜居住地點」排名
榜，香港全球排名跌至第二十九位，
亞太排名則維持第十五位，而新加坡
在這兩項排名均蟬聯冠軍。ECA認
為，香港排名持續下跌，主要由於空
氣素質下降及社會、政治氛圍日趨緊
張所致。
ECA認為，全球十大最適宜亞洲外
派僱員居住城市依次為：新加坡、阿德

萊德、布里斯班、悉尼、大阪、威靈
頓、珀斯、名古屋、坎培拉和哥本哈
根。ECA亞洲區域總監關禮廉表示：
「回顧2013年，本港在亞洲外派僱員
宜居排名榜上位列全球第十一位及亞洲
第九位。然而，近年一步一步下跌，現
時已分別下滑至第二十九位和第十五
位。」
關禮廉指出，多個內部及外部因素結

合，令香港排名下跌。他說：「過去五
年，我們觀察到多個澳洲、日本及新西
蘭的城市生活質素不斷改善。同時，香

港繼續飽受空氣質素差劣之苦，加上本
地社會政治緊張氛圍日益增加，使本港
排名下跌。」

新加坡蟬聯冠軍
新加坡繼續在ECA全球和亞太區排名

中穩佔榜首，過去五年連續蟬聯第一
位。關禮廉指出：「新加坡不像香港
般，每年均受颱風這等天災影響，社會
和政治秩序良好。」澳門仍然是在亞太
區內20大最適宜居住城市之一，排名第
十九位。然而，澳門今年全球排名下跌

一位，至第八十二位。台北依然是大中
華區內第二最適宜居住城市，於2017年
全球排名第六十九位，較去年微升兩
位。
在中國內地一線城市之中，上海、北

京和廣州基建設施去年略有改善。上海
較去年上升三位，現時全球排名第一百
零七位，亦是接受評估的中國內地城市
中最適宜居住地點。

滬港差距正縮窄
關禮廉認為：「過去12個月，上海

醫療保健服務質素、貨品和服務供應，
以及基礎設施方面均有改善。雖然上海
生活質素仍與香港有一段距離，但隨着
本港生活條件日漸惡化而導致排名下
跌，反之上海狀況日益進步使排名上
升，兩地差距正在縮窄。」
ECA每年進行城市排名調查，評估

全球超過470個地區整體生活質素。評
估生活環境因素包括：氣候、醫療服
務、住房及公用事業、隔離程度、社交
網絡與娛樂設施、基礎建設、個人安
全、政治環境、空氣質素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小
三BCA（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即
將在5月舉行，部分家長及反對者不
願接受計劃已改善之處，昨日揚言要
孩子罷考。教育局回覆指，BCA評估
是學校日常教學一部分，無關個人成
績，學生可輕鬆以平常心參與，又指
學校有一貫方法處理學生缺席情況，
如學校於BCA安排上有困難，局方會
深入了解並提供協助。
教育局重申，學生參與BCA不需要操

練，若有學校懷疑因出現過度操練情況，
當局會與學校跟進，並在有需要時提供專
業意見。至於會否召開BCA公聽會，則
由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決定，如教育局
接獲邀請，會安排合適官員出席。

BCA釀罷考
教局籲平常心參與

中大研發新液流電池 可助電動車速換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中文大學最
近有關新型液流電池研究成果，或有機會成為
電動車普及突破口。該新型「鋅-碘溴」液流
電池能量密度達每升101瓦時（Wh/L），較
現有高出3倍，刷新同類電池紀錄，大幅追近
電動車能量所需。負責學者指，雖然仍要進一
步提高電池能量密度才能應用，但已有電池公
司對項目產業化感興趣，預計5年至8年後可
望投入市場，屆時只需要花5分鐘替換電池儲
罐，即可為電動車完成「充電」。
電動車擁有行車安靜、減少廢氣排放等優
勢，但其使用的鋰電池卻面對價錢偏高、充
電不便等「致命傷」。中大機械與自動化工
程學系助理教授盧怡君團隊，致力研發水系
液流電池，希望發揮其安全、環保、系統設
計靈活、壽命長達數十年等優點及推廣應
用，但最大瓶頸在於能量密度低，「以現時

一般產業化液流電池作參考，能量密度大概
每升25瓦時，即在一升體積裡面只能存放25
瓦時能量」，相比現時電動車鋰離子電池，
能量密度要求達每升200瓦時至250瓦時。

創造同類電池新紀錄
對於有關問題，盧怡君團隊創新地改變液

流電池化學原料，提出在原有碘化鋅電解液
組合中添加溴離子（Br-），發揮穩定循環
作用及釋放能量密度。實驗結果顯示，其
「鋅-碘溴」液流電池能量密度提升3倍至每
升101瓦時，創造同類電池新紀錄，大幅收
窄與電動車所需差距，而電池容量亦增加
20%。

較鋰離子電池平30%
盧怡君續指，液流電池當中的水，是便宜

而沒自燃性的材料，「即使遇上碰撞亦不會
燃燒，因此非常適合用於汽車」，而這種電
池設有可替換的儲罐，假設日後應用在電動
車上，車主只要到充電站更換預先充好電的
儲罐，便能滿電繼續行車，整個過程只需約5
分鐘，遠較現時電動車充電的4小時至6小時
快；成本方面，整個液流系統亦較鋰離子電
池便宜30%。
縱然新電池能量密度仍未達電動車需

求，但這項突破性成果仍獲國際知名學術
期刊《能源及環境科學》刊登，並獲英國
皇家化學會旗下雜誌《化學世界》詳細報
道。
盧怡君又指，目前已有電池公司對新電池
產業化感興趣，預計未來需要改良電池能量
密度，並配合電動車設計，5年至8年後有機
會投入市場。

■盧怡君指，電池設有可替換儲罐
（藍蓋瓶子）。 姜嘉軒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港人壓力「爆煲」，逾
六分一市民受情緒病困擾，自殺個案近年高發，尤其青
少年自殺事件屢有發生。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致力推
動「助人」文化，相信能有效增強市民互助和抗逆能
力。中心去年訪問3,016位市民，發現港人助人指數顯
著上升，由2014年3.72分上升至2016年5.6分，但以
10分滿分計算，仍僅屬中等。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昨日公佈最新
「港人助人指數」調查研究結果。中心去年隨機訪問
3,016位本港居民，了解助人行為和身心福祉情況。調
查顯示，以滿分10分計算，本港居民助人指數平均分
5.6分，屬中等，但對比2014年3.72分顯著進步，助人
行為總參與程度由61.1%增至80.4%。中心把助人行為
分為四方面，分別為「義工服務」、「慈善捐款」、
「捐血和器官捐贈」，以及「日常義助」。過去兩年，
本港社會對義工服務參與度從39.1%提升到88.5%；日
常義助從82.4%升到98%。慈善捐款由於過往參與度很
高，此次提升不大。捐血和器官方面，本地參與度一直
偏低，僅從44%升至50%，值得關注。

2014年調研中，中心了解到許多人未能多參與助人
是因為資訊不足，不知道可以去哪裡幫人。因此，中
心特別研發「好心地」手機應用程式。它是香港首創
義助資訊平台，資訊包括義工服務、籌款活動、賣旗
日、捐血等日常善行。用家可使用程式搜尋和記錄不
同助人資訊，還可自主上傳和分享資訊，令更多人可
以方便地發起助人活動。

港人助人指數中等 捐器官參與率低

■左起：葉兆輝、阿山、Allan和周大福代表曾安業
主持啟動儀式。 殷翔 攝

70歲退休蔡先生為25歲任職會計的小兒子交表，若抽中會一起
付首期買400呎 2房單位，用作小兒
子結婚新居，但「中籤機會低，若抽
到梅窩都會考慮」。現時蔡先生一家
五口居於大角咀，「大角咀一房一廳
實用210呎新樓盤都要300多萬元，
連首期也付不起。」只有居屋可以負
擔。
首次抽居屋的林先生於東涌返工，昨

日5時收工，坐港鐵趕來，「有些擔心
交不到，但最終交到，希望有好運。」
他希望抽中位於梅窩約500呎的單位與
妻子同住，雖知機會微，「難過中六合
彩」，但也會博一博。他表示，曾看過
東涌私樓，400呎都要五六百萬元，
「太貴，無法負擔」，但若抽中居屋，
兩人一同交首期無問題。
截至昨日下午5時，位於樂富的香港
房屋委員會客務中心累計共派出約
15.59萬份居屋申請表，其中5.51萬份
是綠表、10.08萬份是白表，累計約
5.26萬人次到訪客務中心參觀居屋模型
及展出資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

華、岑志剛）昨日下午7時，

房委會新一期居屋截止申請。

位於樂富的香港房屋委員會客

務中心截至昨日下午5時，累

計共收到約 7.9 萬份居屋申請

表，超額申請約37倍。昨日下

午6時起，不少市民把握最後

上車機會，匆匆趕來交表。有

申請者表示，雖知機會微，

「難過中六合彩」，但也會博

一博。昨日下午7時，房委會

落閘停止申請，多名申請者未

趕得及交表遺憾離開。新居屋

將於6月攪珠，8月揀樓。

■■市民交表爭分奪秒市民交表爭分奪秒。。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家住何文田
的黃太幫 24歲
兒子交表，兒子
計劃一兩年內結
婚，希望抽到居
屋雙喜臨門。她
指，兒子去年抽
過居屋未中，今年競爭更激
烈，但仍要一試，有必要時
會幫忙付首期，希望抽中彩
虹市區面積約三四百呎單
位，梅窩則不會考慮。

第三次申
請居屋的 29
歲黃先生，
昨日下午 6
時於旺角收
工後乘港鐵
前來交表，
解釋因查找
資料浪費太多時間。若抽中
會與爸媽一起搬入居住。他
屬意彩虹單位方便返工，希
望揀到「平單位」。

於機場工作
的劉先生昨日下
午5時收工，乘
機場快線趕往樂
富房委會交表。
劉先生現時與家
人同住葵青區，
以前抽居屋超過
3次均未中，認為
是次單位數目多，機會較以往
大，希望抽中位於彩虹或青衣的
中型單位，與3名家人同住。

剛下飛機的林小姐，昨
晚遲1分鐘到場，錯過最
後機會，手持為自己及姐
姐填寫的2份申請表，均
未能按時遞交。她表示，
前幾日不在香港，截止交
表前2小時才拿到表格，
因「害怕填錯資料而耽誤
時間，唯有下次再來」。
林小姐剛剛畢業，首次申
請，原本計劃與姐姐分別以單身者資格申
請，但遺憾錯過交表時間。

前來為兒子交
表的黃小姐遲到
一兩分鐘，她苦
笑說：「無計，
求他們都不會再
開門給我。」黃
小姐因記錯截止
時間，「快5點
才知道弄錯時間，立刻上網下載及
填寫表格，從旺角趕來交表，但發
現忘記影印身份證，出返去影印結
果趕不及。」

■林小姐
陳文華 攝

■黃太
陳文華 攝

■劉先生
陳文華 攝

■黃先生
陳文華 攝

■黃小姐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