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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曉松拜會何厚鏵崔世安 冀加強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中聯辦網站

載， 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松9月26日
分別拜會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及澳門
行政長官崔世安。他和何厚鏵會面時，
希望對方繼續關心支持澳門中聯辦的工
作，共同努力使「一國兩制」在澳門的
實踐行穩致遠。在和崔世安的會面中，
雙方則一致表示將繼續加強溝通和合
作，為澳門「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
和澳門特區的可持續發展共同努力。
鄭曉松在拜會何厚鏵時表示，何厚鏵
是著名的愛國愛澳人士，為澳門順利回
歸祖國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擔任澳門行
政長官期間做了許多開創性工作，推動
澳門經濟快速發展、民生持續改善、社
會和諧穩定，為澳門特區的發展奠定了
良好基礎。

使「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他續說，何厚鏵擔任國家領導人後仍

心繫澳門，積極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在團結愛國愛澳力量、關
心青少年培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希
望對方繼續關心支持澳門中聯辦的工
作，共同努力使「一國兩制」在澳門的
實踐行穩致遠。
何厚鏵歡迎鄭曉松履新，並表示鄭曉

松對港澳情況很熟悉，一定能夠帶領澳
門中聯辦做好各項工作，他將積極支持
鄭曉松和澳門中聯辦的工作，共同維護
好澳門繁榮穩定發展的良好局面。
鄭曉松其後前往澳門特區政府總部

拜會崔世安。鄭曉松說，過去在福建
工作期間曾多次與行政長官見面，並

直接參與推動閩澳兩地的務實合作。
這些年來，在行政長官的帶領下，

澳門特區政府攻堅克難，澳門繼續保
持了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社會穩定
的良好態勢，體現了行政長官開拓進
取的精神。

推澳經濟多元發展
他續說，澳門中聯辦作為中央政府

的派駐機構，將繼續支持澳門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與澳門特區政府一道，
堅定貫徹「一國兩制」、「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方針，積極促進澳
門與內地之間多領域交流與合作，積
極配合澳門特區政府加快構建「一個
中心、一個平台」，推動澳門經濟適
度多元發展，努力把澳門建設得更美

更好更繁榮。
崔世安歡迎鄭曉松履新，並感謝澳門

中聯辦長期以來對澳門特區給予的關心
和支持。他表示，相信澳門中聯辦在鄭
曉松的帶領下，將會繼續與澳門特區政
府保持密切的聯繫和友好合作，共同推
動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發展。

他強調，澳門特區將把握國家發展
機遇，積極助力「一帶一路」建設，
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按照
「國家所需、澳門所長」的定位，建
設好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
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藉此實現澳
門長足發展。

新社聯促改土地用途要顧社區配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歐盟

最快於明年大幅收緊個人資料傳輸標

準，希望藉此保護個人私隱。智慧城市

聯盟會長楊全盛昨日指出，若香港政府

及商界未能在政策、法律及技術上迅速

回應，大數據可能會被移至其他地區儲

存，本港便會失去數據中心樞紐的優

勢，「到時興建再多數據中心都無

用。」他指目前已與政府、跨國銀行及

保險業進行商討，希望盡快制定應對方

案，以免影響造成損失。

全球各地近年愈來愈重視個人資
料的跨境數據傳輸。資料顯

示，現時全球最少有102個地區已實
施個人資料保障法例，當中亞洲區已
有 10個司法管轄區已實施類似法
例，意味涉及跨國業務的公司將受影
響。如何平衡全球數據流通及數據安
全，已成為國際間最關心的話題。

可做國際市場化平台
智慧城市聯盟昨日舉行研討會，指
中國為大數據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

加上跨國貿易頻繁，香港作為緊靠內
地的城市，且有國際化視野，有能力
建立一個國際數據中心樞紐，根據各
地要求輸出及輸入各地大數據，把握
數字經濟的發展機遇。
智慧城市聯盟數據產業委員會主席

車品覺表示，香港在國際數據中心樞
紐的角色上擁有獨特的優勢，「一來
香港是很多全球組織地區辦事處和總
部的所在地，將香港建設為國際數據
中心樞紐，可讓全球各地企業在滿足
不同法例要求下，進行數據傳輸，同

時又可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安全。」

商家存大數據不易離開
他續說，香港也是「五流」匯聚之
地，即人流、物流、資金流、服務流及
資訊流，可提供完善的金融、物流、基
建發展支援及法律服務，亦可擔當一個
可靠、中立和認受性高的國際性市場化
平台的角色，吸引和協調全球的投資。
楊全盛表示，特區政府雖然積極發

展數據中心，但只是一個硬件，「隨
時搬走都得」，但若香港落實成為國

際數據中心樞紐，商家一旦決定在香
港寄存大數據，便是很龐大及繁複的
投入，不會隨便離開。
智慧城市聯盟數據產業委員會副主

席陳永誠亦認為，國際數據中心樞紐
是不同管轄區認可的中立點，以安全
的方式維護和處理數據，並服務跨國
數據流動。
他指出，香港通過擔任國際數據

中心樞紐的角色，將能積極主動地
促進香港和內地的商業往來，為國
際商業的發展保駕護航。

港可成國際數據中心樞紐
擁「五流」獨特優勢 業界籲速應對歐盟收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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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手術切除是治療乳癌
的主流方法，但不是切得愈多便愈保險，近年愈來愈多
患者先透過「術前化療」縮小腫瘤體積後再接受手術，
不僅避免全乳切除，有時甚至能將乳房及液下淋巴的入
侵性癌細胞完全消除。兩年前確診乳癌的姚女士經「術
前化療」成功將腫瘤體積由3厘米縮小至0.5厘米，最
終只需接受局部乳房切除手術，且術後第二日便能出
院。
香港乳癌資料庫對2006年至2015年間確診入侵性乳

癌的逾1.2萬名患者進行研究，發現患者接受「術前化
療」的比例，由2006年至2010年間的4%升至2011年
至2015年間的9%。當中40歲以下患者的比例明顯由
6%增加至19%，40歲至69歲的患者則由5%增加至
10%。逾1.2萬名者中，982人曾接受「術前化療」，其
腫瘤大小中位數為4厘米，普遍處於乳癌第二期或第三
期。正常乳癌第二期患者的腫瘤大小約2厘米以上。
研究發現，「術前化療」主要對第二期、第三期、

HER2呈陽性或三陰性的乳癌患者最為有效。接受「術
前化療」的乳癌第二期患者中，46%在化療後毋需接受
全乳切除手術，較未做「術前化療」的患者（30%）為
高。接受「術前化療」的患者中，19%能將乳房及液下
淋巴的入侵性癌細胞完全消除。香港乳癌資料庫督導委
員會成員郭子熹呼籲醫護界為「術前化療」的應用建立
共識。
年約40歲的姚女士於2015年3月起感覺乳房不適，
做自我檢查時發現兩邊乳房大小有異，但因完全感受不
到痛楚而未有懷疑。她笑說：「香港人總有千千萬萬個
理由不去搵醫生。」直至2015年9月，她因感冒看醫生
時無意間提起有乳頭有下陷的情況，終確診乳癌，腫瘤
體積為2厘米至3厘米。

縮至0.5厘米再切 少受皮肉苦
姚女士的首名醫生為她排期於10日後接受手術切除

腫瘤，惟並未有明確告知她將要切除多大乳房體積，亦
不排除會將整個乳房切除。姚女士猶疑之際往找另一名
醫生診治，對方建議她首先接受「術前化療」再接受切
除手術。姚女士最終接受「術前化療」，18個星期間，
腫瘤不斷縮小，最後一次檢查，腫瘤只有0.5厘米，最
終僅需切除約15克乳房組織，疤痕長度2厘米。

「我被安排在生日前一天接受手術，還曾為生日要在醫院過感
到不開心，結果術後第二天一整天我只流出9毫升血水，獲醫生
安排即日出院。」姚女士認為「術前化療」除為她保留住乳房
外，還免受更多皮肉之苦。

港企「超材料」可揀音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隔音物料大多以海綿、岩綿及
玻璃纖維為主。不過，有港產初創企業成功研發「超材料」隔音
技術，以改變物料的結構，可隔除相應的聲音，而紙、金屬及塑
膠等均能成為隔音的材料。新技術已在美國申請專利，並等待獲
批。
初創企業靜音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與信興集團合作，將「超材

料」隔音技術由實驗室搬到實際生活，在木的地酒店的24小時
空調系統安裝全球首個聲學吸音超材料隔音設施，有效把空調產
生的噪音由83分貝減至63分貝，較傳統的物料低5分貝。
新技術利用聲學及音超材料，根據噪音的音頻制定相關的隔音方

案解決噪音問題，並能應用於狹窄的空間、高溫及高效通風的極端
環境下隔音，僅30分鐘便能計算出有效及內容的隔音方案。
信興機電工程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馬家駿昨日介紹，以往中央

空調以礦物棉隔音，影響通風效果，且容易滲雨，數年便要更
換。不過，新技術以膠隔音，外層裹着防火物料效果更佳，適合
香港般人口密集的城市使用，且組件可直接到工地組裝，效率較
快。
他續說，安裝費較原本貴20%，但隔音效果更佳，惟隔音物料

厚度僅150毫米，較傳統的300毫米至600毫米薄。新技術可望
應用在空調系統、水泵房及公路隔音屏障上。
靜音科技共同創辦人方添明表示，傳統的隔音物料如海綿並未

針對特定的音頻，新技術將為不同聲音計算音頻，再製作特別結
構吸音。以往在高溫環境與渦輪機及電力供應系統，傳統隔音物
料難以抵禦高溫，但新技術能以金屬隔音；低頻噪音以往需要厚
重的牆壁才能隔音，但新技術能將厚度減半。
展望未來，他期望新技術能應用在大型工程及家電上，又以風

筒為例指出，一塊隔音物料成本約10元至50元不等，視乎物質
及大小，希望能廣泛應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地少人多，特區政府近年銳意開拓
土地以解決房屋，卻被指不顧環
境、交通及社區設施配套，致衍生
許多社區問題。立法會議員葛珮
帆，新社聯副理事長陳博智、莊元
苳，副理事長兼總幹事李世榮等逾
20名代表，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
要求政府在改變土地用途時，必須
顧及社區配套設施。
新社聯指出，現時本港面對的房屋
問題，主要是可用的土地短缺，令插
針樓愈建愈多。政府改變部分綠化地
帶用地，確實有利紓緩市民的住屋困
難，惟改變土地用途卻予人感覺只是
在規劃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
把當區的發展，與環保、交通及社區

設施配套結合起來考慮。
新社聯以西貢及將軍澳為例指出，

早年的規劃建議根本沒有考慮將軍澳
的交通配套設施，是否可容納40萬
人口，致造成現時出入西貢的道路長
年塞車。將軍澳的交通更糟糕，只有
一條將軍澳隧道出入觀塘。
新社聯指出，政府有意改變將軍澳
137區綠化地帶用於建屋，但以目前
將軍澳的交通配套設施，繼續發展
137區將使將軍澳的交通更加擠塞。
新社聯續指，改變屯門16區、17

區、28區的土地用途，同樣涉及人口
爆增、但區內交通、醫院等配套設施
卻存在嚴重不足問題，因此要求政府
研究改變土地用途要一地多用，必須
同時完善社區公共配套設施。

■鄭曉松（右）拜會崔世安。網上截圖■鄭曉松（右）拜會何厚鏵。網上截圖

社企B2C變B2B 冀政府帶頭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社企既是一盤生

意，同時為社會及弱勢社群服務。豐盛社企學會早
前進行「香港社企回頭客比率調查」，發現社企舊
有客戶佔顧客總數的70%；91%的舊客戶會向親友
推介社企。有支援基層或南亞婦女的社企表示，要
做到獨立營運及自負盈虧，除了舊客戶的支持外，
還要拓展新客戶，打算打入政府部門及企業等地舉
辦工作坊，營運模式由B2C（Business to Consum-
er）轉至B2B（Business to Business)，期望政府帶
頭支持作示範作用。
豐盛社企學會於今年7月至8月訪問曾光顧社企
的1,382名顧客，以5分為滿分，他們對社企的平
均總滿意度為4.22分，社企使命及服務質素的滿意
度分別為4.4分及4.26分等。調查並發現，注重價
格的消費者較少是忠心客戶，反而注重社會關懷的
消費者不但自己會堅持，並會影響身邊好友。

「十一良心消費運動」提競爭力
學會會長紀治興昨日表示，去年「十一良心消費
運動」為社企增加1,020萬元的生意額，今年運動

由即日起至12月31日期間舉行，期望重點提升社
企競爭力，讓它們有機會學習營商推廣及量度社會
效應。今年參與活動的社企有170間，是歷史新
高，亦得到逾76間商業及慈善機構的支持。
參與社企之一的Micro Forest負責人馬小姐表

示，企業為深水埗基層婦女、單親媽媽或南亞裔婦
女提供工作機會，讓她們學習如何製作微型森林盆
栽，再成為導師教授工作坊及進行產品設計。該社
企營運了兩年，其中有大型跨國企業邀請她們到公
司開辦工作坊，未來打算轉型至B2B發展，打入政
府部門及企業開班。
培訓聽障人士成為專業氣球師的社企YM Bal-

loon的業務主任鄭健成指出，聽障人士在視覺上特
別敏銳及專注，製作氣球不但可運用他們長處亦能
分享快樂，締造社會共融。
他表示，市民等候取氣球時也會收到單張去學習
手語，如1號至10號的手勢甚至是本土特色的手
語，拉近雙方距離，又強調社企並非只看生意額即
可，亦要考慮收支平衡之餘，如何展現社會價值及
服務，這是最難之處。

■■YM BalloonYM Balloon 的業務主任鄭健成的業務主任鄭健成
((右右)) 。。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攝

■■Micro ForestMicro Forest負責人馬小姐負責人馬小姐((右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攝

■新社聯及葛珮帆到政府總部請願。

■■初創企業靜音科技集團與信興合作推隔初創企業靜音科技集團與信興合作推隔
音音「「超材料超材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攝

■智慧城市
聯盟認為，
香港有能力
成為國際數
據 中 心 樞
紐。左二為
車品覺、中
間 為 楊 全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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