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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梁振英林鄭張曉明任發叔治喪委榮譽主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界鄉

議局前主席、立法會前議員劉皇發於上
月底離世，其治喪委員會昨日在報章刊
登訃告，委員會成員多達500人，其中
榮譽主任委員有4位，包括3任特首董
建華、梁振英與林鄭月娥，及中聯辦主
任張曉明。
喪禮定於下周三 (本月16日) 在北角香

港殯儀館設靈，翌日早上出殯，並安排
多場公祭，讓公眾悼念劉皇發。最後，
其靈柩將安葬在屯門龍鼓灘村的祖墳山
地。

下周三設靈 翌日出殯
劉皇發於上月 23 日離世，享年 80
歲。其治喪委員會昨日發出訃告，葬禮
定於下周三下午5時起，在香港殯儀館
一樓大禮堂設靈。下周四上午8時30分
舉行團體公祭，隨即大殮並進行佛教儀
式，上午10時30分辭靈出殯。
其後於上午11時、中午12時30分及
下午2時30分，將分別在沙田石門鄉議
局大樓、屯門天后廟廣場及龍鼓灘村舉
行公祭，靈柩隨即安葬在村內祖墳山

地。
劉皇發治喪委員會成員多達500人。4
位榮譽主任委員包括兩位全國政協副主
席、前任特首董建華及梁振英，現任特
首林鄭月娥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主任委員20位 涵蓋政商名流
主任委員有20位，包括3名特區政府

司長，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及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中聯辦兩
位副主任林武及何靖；中聯辦前主任高
祀仁；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周南及前

副社長張浚生；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行
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全國人大常委范
徐麗泰；前人大常委曾憲梓；全國政協
委員譚耀宗；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及林
偉強。
主任委員還包括多位商界巨頭，計有

長和系主席李嘉誠、恒地主席李兆基、
信置主席黃志祥、九倉前主席吳光正及
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等。
治喪委員會亦會於今日起至17日在鄉
議局大樓地下設弔唁冊，供公眾人士弔
唁。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何玉瑩）香港是全世界鼻咽癌發病率最高

的地區之一，當中以40歲至62歲的男士為高危一族。由於該癌症並沒

有任何病徵，不少患者確診時已屬晚期。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最近完成

一項有關鼻咽癌的研究，發現使用血漿DNA檢驗方法能有效診斷鼻咽

癌，並成功在兩萬名無病徵者中驗出34名參加者患鼻咽癌，當中70%

屬早期。中大醫學院指出，此檢驗方法能令較早期的病患及時接受治

療，從而降低死亡率，期望能在未來3年普及。這項標誌性研究結果已

於國際頂尖醫學期刊《新英倫醫學雜誌》發表。

血漿藏線索 早揭鼻咽癌
中大檢測兩萬人發現34患者 研究成果國際揚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繼日
前有高鐵工人確診患登革熱後，再有一
名25歲女子證實患上登革熱，由於她與
首名患者同住太子區，衛生防護中心視
作本地感染處理。食環署人員昨早到女
子居住的太子界限街一帶噴蚊油與放置
蚊砂。有街坊表示，附近公園、草叢滋
生蚊蟲，擔心登革熱在社區間傳播。
該名25歲女患者居於太子界限街民興

大廈，自本月2日起出現發燒、頭痛、
肌肉痛、眼窩後疼痛及皮膚出疹等病
徵，本月8日獲轉介往伊利沙伯醫院，
同日入院接受治療，現時已經退燒，情
況一直穩定。
食環署昨日早上10時許派員到界限街

一帶滅蚊，在後巷的溝渠噴灑蚊油與放
置蚊砂，並向附近的住戶和商舖派發問
卷，了解區內蚊患情況，並提醒他們做
足防蚊措施。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所
見，患者所住大廈後巷的垃圾不多，但
溝渠有少量積水，部分雨水渠口放有鐵
罐，容易積聚雨水滋生蚊蟲。

街坊：公園多蚊 常積垃圾
街坊曾小姐表示，該區蚊患不算特別
嚴重，但公園草叢相對較多蚊，女兒到
公園玩時經常被蚊叮，擔心她會感染登
革熱，因此會做足防蚊措施，包括會注

意家居清潔，勤於清理露台盤栽積水，
多用防蚊清潔用品，外出時亦會噴蚊怕
水，遠離草叢。
街坊陳伯伯亦認同附近公園多蚊，且

常常堆積垃圾。他指自己閒時會到公園
休憩，得知有市民患上登革熱後感到驚
恐，現時外出會準備驅風油防蚊。
在白楊街居住的鍾太太表示，其所住

大廈去年有很多大蚊出沒，她特地為兩
名孫兒購置蚊罩，平日亦會用漂白水清
潔地板。她指今年蚊患情況雖有改善，
但仍有不少「蚊滋」出沒，相信是後巷
垃圾滋生，加上有市民患上登革熱，現
時帶孫兒外出都會噴蚊怕水以防萬一。

太子再現登革熱 食環噴蚊油滅蚊

本港夏季氣候
潮濕，有利蟲蝨

大量滋生，舊樓以至劏房住戶受害最深。
退休裝修師傅鄧渭然近月成立「滅蟲滅蝨
特攻隊」，義務為劏房戶、老人院等基層
住戶滅蝨，並到各社福機構與社福中心講
解滅蟲大法，希望藉行動帶來示範作用，
讓更多基層市民免受蟲害。

鄧渭然師從美教授「大法」
「特攻隊」於今年5月中成立，70歲的創

辦人鄧渭然曾任裝修師傅，他自幼在大角
咀長大，長年與蟲蝨為伍下，練出一身治
蝨的本領。
多年後，他在陪兒子到加拿大讀書期

間，從一名美國教授身上學懂有利生態環
保的滅蝨方法，回港後遂決定成立義工

隊，協助基層整治蟲害。
深水埗劏房戶堅哥（化名）受蝨患困擾3

年，近日透過社福機構向「特攻隊」求
助。堅哥說，過去曾用殺蟲水和滅蝨蛋等
各種方法治蝨，均未能收效，最近房東給
予的滅蝨粉筆，更因為毒性太強導致他雙
腿生水泡，在醫生建議下停用。
他坦言，蝨咬嚴重影響其日常生活，

「食飯又來，睡覺又來，睡着都被牠咬
醒，每日最多睡4小時。」現時他每日除了
準備三餐，都會外出避開蝨禍。他續說，
自己患有抑鬱症、心臟病與雙腳血管閉
塞，長期蝨咬對其情緒帶來負面影響。

潮濕多雜物利蟲蝨滋生
鄧渭然表示，香港位處東南亞，氣候潮

濕，有利蟲蝨滋生，加上現今港人愈住愈

細，家居面積狹少，傢具雜物容易堆積，
若衛生及通風不佳，會為蟲蝨提供生長及
躲藏的溫床，頻繁的人流往來也易將蟲蝨
傳開，「想無蝨都幾難！」他指人類被蝨
叮咬可引致皮膚腫脹、發紅、痕癢等過敏
性反應，影響患者睡眠，甚至減低工作能
力及帶來情緒困擾。
他續稱，食環署建議使用的化學防治方

法，例如噴灑除害劑、釋放煙霧殺蟲等，都
有機會在家居殘留有害化學物，影響人體健
康，「美加當地使用的生態環保除害劑，將
天然硼酸鹽按適當比例溶於暖水，在家居內
噴灑後，不會影響人體和孕婦健康。」
除了上門滅蝨之外，鄧渭然又會到社福

機構和社區中心講解環保滅蟲法，並在上
周設立了 24 小時「環保滅蟲熱線」
（8100-0038），方便市民求助。他坦言
「特工隊」資源不足，無法服務所有人，
長遠希望市民學懂後自行滅蟲。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在鼻咽癌較常見的地區，每10萬名中
年男士每年便有35人確診罹患此

症。根據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數據，本
港每年有逾800宗鼻咽癌新症。醫學研究
發現，99%的鼻咽癌患者均帶有EB病毒，
因此醫學界相信能透過檢驗DNA找出患
者。
中大醫學院於2013年至2016年期間，
抽查了兩萬名介乎40歲至42歲的男性進
行血漿DNA檢驗，結果發現首次檢驗中
有1,100人的血液內含有EB病毒，之後他
們以複檢模式接受內視鏡及磁力共震等檢
查，最終34名參加者確診鼻咽癌。
幸運的是，34人當中，70%仍屬早期，

接受治療後的存活率高達90%。中大醫學
院耳鼻咽喉—頭頸科學系名譽臨床教授吳
港生指出，根據歷史數字顯示，歷年確診
鼻咽癌的患者多屬於晚期，只有不足20%
患者屬早期，因此以往治療過程都比較困
難，尤其是晚期患者癌細胞涉及範圍較
大，故電療後遺症亦較多。他認為，以血
漿DNA檢驗找出早期患者，能有效提高
治療效率。

含病毒DNA再作檢查
血漿EB病毒測試程序十分簡單，只需

抽取病人血液樣本，然後將樣本放入離心
機，把血細胞及血漿分離，確保樣本內沒

有任何血細胞後，在血漿內加入試劑，再
透過儀器提取DNA。如發現樣本含有EB
病毒DNA，則代表參加者可能患有鼻咽
癌。
中大醫學院化學病理學系教授陳君賜透

露，對測試呈陽性反應的309人中，9人拒
絕接受進一步檢查，當中1人在32個月後

發現患有末期鼻咽癌並於兩個月後病逝。
另一名參加者盧先生於2015年經上述檢驗
方法發現自己患上早期鼻咽癌，並於同年
11月初接受7星期的電療，現已康復。
中大醫學院期望在未來3年內能盡快普

及血漿DNA檢驗方法，從而增加患病存
活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日前與澳
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會面（見
圖），就中醫藥產業的發展交換意
見。梁振英撰文指，珠海橫琴的粵
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可以解決香
港研究中醫藥所需的硬件和空間問
題。希望香港、澳門和內地的中醫
藥界可以進一步合作。
梁振英日前在與崔世安會面時指

出，他一直很關心中醫藥的發展，
認為值得推動中醫藥的科研和產業
化發展，香港也一直在進行相關工
作，唯達到產業化仍有一段距離，
故希望了解澳門在中醫藥發展方面
的工作，尤其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
園如何推動中醫藥產業化。
崔世安介紹了澳門發展中醫藥的

情況，又透露澳門特區在中央政府
的支持下，與廣東省共同在橫琴建
設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區，希望能逐
步建立科學化、質量化、符合國際
標準的品牌，傳承和發揚中華醫
藥。
梁振英其後發表題為《中醫藥研

發和生產》的文章，指中醫藥是治
病、養生、保健的寶庫，在已有的基礎上，
進一步研究和發展的潛力很大。香港、澳門
和珠海都是大灣區城市，在中醫藥研發和中
藥生產方面各有實力。
他提到自己參觀了在珠海橫琴的粵澳中醫

藥科技產業園：「產業園是一個很好的平
台，可以解決香港研究中醫藥所需的硬件和
空間問題。希望香港、澳門和內地的中醫藥
界可以進一步合作，為國人以至全人類的健
康共同努力。」
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是由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擁有的澳門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在
珠海橫琴建設。產業園的主題是中醫藥的研
發和生產，手段是現代科技，最終目標是形
成產業鏈和產業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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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內地兩艘
貨船上周四在珠江水域撞船，導致千噸棕櫚
硬脂漏入本港水域，特區政府5個部門正在
處理事件。環境局副局長謝展寰昨日下午到
中灣泳灘視察清理棕櫚硬脂的情況，他指至
今共收集到130噸棕櫚硬脂，當中有一半是
從海中撈起，只有南丫島南部及香港島南部
仍存有少量硬脂，料一兩星期內可以完成清
理工作。
他續說，部分泳灘及海灘的棕櫚硬脂已差

不多清理完，正與康文署商討，能否讓部分
海灘於周末前重開。
謝展寰昨日下午聯同環保署副署長區偉光

及康文署南區康樂事務經理張永強到中灣泳
灘視察，並指昨日乘坐直升機觀看海面棕櫚
硬脂的分佈，發現全港海上棕櫚硬脂經過清
理後已大幅減少，沖上岸的情況亦漸趨穩
定，惟南丫島南面與港島南面仍有少量，包
括南丫島深灣。

綠海龜未受影響
他解釋，南丫島的地形屬深凹的海灣，部

分硬脂在灣內聚集，故需要一段時間清理。
他亦主動提及坊間有指硬脂出現在綠海龜繁
殖地的南丫島深灣，令綠海龜大量死亡，漁
護署已就此到場視察，未有看到有關情況。
他續說，特區政府會重點留意並加快清理

棕櫚硬脂，海岸公園暫未受大規模影響，未
來會與漁護署研究對生態的長遠影響，暫時
估計綠海龜無受到影響。
謝展寰指出，環境局、環保署、康文署、

海事處及食環署5個政府部門正處理事件，
至今共收集130噸棕櫚硬脂，當中一半是由
海中撈起，並已由負責部門用膠袋裝起及放
水。他表示，此等硬脂可用作生物柴油及燃
料等，會待完成整個清理工作後再決定如何
處理，但強調會避免送到堆填區。
被問到涉事船公司的資料及索償進度如何

時，謝展寰指海事處已聯同律政司向涉事船公
司展開法律追究行動，目前不便透露細節。

謝展寰料兩周內清完硬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早前內
地媒體流傳香港流感較「沙士」厲害，旅
遊業界指不少內地旅行團取消。香港特區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澄清，季節性流
感不能與沙士相比，流感患者一般在數日
內好轉，僅小部分人需要入院。

死亡率與以往相若
陳肇始與食衛局副局長徐德義昨日巡
視九龍中聯網的伊利沙伯醫院。其間她出
席員工大會，聽取意見，並到內科及神經
外神病房巡視。她在會後表示，流感死亡
個案大部分為長者，與人口老化及慢性病
有關，將之與「沙士」比較並不恰當，是
次流感的死亡率為2.1%，與以往冬季及
夏季流感的1.9%至3.3%相若。
她又關注登革熱出現零星個案，指第
二宗本地個案患者早前曾到越南，衛生署
衛生防護中心已為患者抽血檢驗，了解是
否與首宗本地個案有關，暫時列作本地感
染個案。她表示，政府已加強滅蚊工作，
包括聯絡樓宇管理人員作健康教育，暫時
沒有發現有大問題。

高峰期回落及穩定
連同昨日的九龍中聯網後，陳肇始已
完成七大聯網的巡視。她表示，流感高峰
期於過去3星期有回落及穩定的跡象，但

仍處於高位，部分醫院急症室及內科病科
收症病床使用率逾100%，已加開普通科
門診的名額及轉介26位病人到私家醫
院，短期內增加兼職人手及特惠津貼，中
長期會有更好的規劃。
陳肇始多日來與250名醫院管理層及

1,600名前線醫療人員會面，稍後醫管局
會提交報告，制訂人手、人事及規劃等建
議。她於昨日巡視伊利沙伯醫院後指出，
了解管理層面對的問題，認為在流感高峰
期，住院人數多，環境擠塞，明白各個職
系人手短缺，工作壓力大。
但她指出，與醫療人員交談後，感到

員工對工作有深厚的感情，會盡力做好工
作。她續說，聽到不少具前瞻性的建議，
包括在新建的啟德醫院加入新配套及改善
規劃。另外，她指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
血存量不足，呼籲市民踴躍捐血。

陳肇始：流感不能與沙士相比

義務「滅蟲特攻隊」助基層環保除害

■以血漿DNA檢驗方法能有效尋找鼻咽癌
患者。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何玉瑩 攝

■■陳肇始與徐德義昨日巡視伊利沙伯陳肇始與徐德義昨日巡視伊利沙伯
醫院醫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食環署職員昨天上午到界限街太子一
帶滅蚊。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退休裝修師傅鄧渭然成立「滅蟲滅蝨
特攻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劉皇發劉皇發

■鼻咽癌沒有病徵，很多個案發現時已是
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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