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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增防護網 免事事入急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施政報告推

出「基層醫療」新理念，有病毋須次次去急症

室，留在社區亦能得到專業醫療護理。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指出，兩年內率先在葵

青區設立的「地區康健中心」，主要針對健康

人群、高危患病人群及出院後有再入院可能

者，在急症室之下的地區層面，新增一層醫療

防護網，提供疾病預防宣傳、專職醫療服務，

處理非緊急及次緊急個案，長遠希望以「基層

醫療」取代急症室，成為市民求醫的第一層防

護網。基層團體普遍對措施表示歡迎。

「私地福用」收60申請 料增9000長者宿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人口老
化將會衍生不少問題，要讓長者活得有
尊嚴，需要政府、業界及社會三方配合
及未雨綢繆。身兼深水埗區議員的民建
聯副秘書長鄭泳舜與勞福局副局長徐英
偉，討論安老議題，徐英偉指，當局多
年前推出「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的特
別計劃，初步收到60多個申請，如情況
順利，料能提供逾9,000個長者日間護
理及宿位，及8,000個復康院舍服務，
以開放更多空間來配合將來人口老化而
面對服務緊張的問題。
鄭泳舜昨日在 facebook 上載一則短

片，與徐英偉到石硤尾南山邨暢談安老
議題。鄭泳舜表示，不少長者向他反
映，安老院舍輪候時間太長，而私人院
舍的收費很貴，動輒上萬元加上服務亦

很參差，政府如何解決？徐英偉回應
指，當局數年前推出一個新計劃，名為
「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的特別計劃，
此是當「插針」也找不到合適地方時，
便會尋找有地的非政府組織，探討是否
可以重建、擴建或重新發展一些項目。

鄭泳舜倡舊區重建增社會服務
鄭泳舜認為，一直關注市區重建的問

題，以往有關部門花了很多工夫將單位
收回來後，只是重建一些住宅單位，建
議在舊區重建時多增加兩三層，提供長
者、青年服務等，令舊區能提供多些社
會服務，實行一地多用。徐英偉表示同
意並會回去認真考慮，並說本港未來護
理人手嚴重不足，認為科技可以解決人
手不足問題。

徐英偉續指，在今年6月底時政府曾
推出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當中有20多項
建議，人手編制是其中一環。他表示，
長遠而言，當局正在研究可否在新建的
樓宇預留安老服務的單位。在醫療方
面，各局不是只做自己範疇的工作，如
社福、醫療及房屋方面，有很多合作空
間，當中在日間護理中心或者醫療配套
服務，如外展、護士提供的前期支援
等，未來亦會就此方向研究。
徐英偉說，支援長者情緒方面，支援

不單只是社工與他們傾談，而是如何締
造一個長者友善的社區，當局長者友善
社區的認證計劃仍有數個地區未申請，
認為社區的參與非常重要，期望大家都
一起創造一個長者友善的社區。政府未
來亦會再想如何以短、中、長期的方案

支援長者。
至於跨代貧窮及在職貧窮的問題，政

府會細心研究如何優化制度，期望長者
得到社會的支持，亦可以活得有尊嚴。

陳肇始在記者會上指出，「地區康健中心」將有3
大特點，包括地區為本、醫社合作、公私營並

行。中心主力為社區居民提供醫療支援，以政府及社會
團體合作參與的模式運作，由政府出資，向非政府組織
購買服務，公私營並行。
中心不設醫生，由護士提供身體健康檢查、職業治
療、物理治療、視光師或藥物指導等服務。
局方將首先成立由醫管局、衛生署等不同部門同事組

成的策劃委員會，再就如何購買服務、運作模式、人手
協調等展開具體研究，累積經驗後將逐步在全港各區設
立「地區康健中心」。
消息人士指，因葵青區議會早於計劃前，已利用政府

於2013年提供的1億元撥款與非牟利機構合作，推出多
項社區醫療護理服務，區內健康設施、醫療車等設施齊
備，最有條件建立首個「地區康健中心」，因此以葵青
區作為試點，設立首個「地區康健中心」。
除地區康健中心，施政報告還提出成立「基層醫療發

展督導委員會」，成員由醫護人員、學者、非政府機構
及社區合作夥伴組成，全面檢視現時醫療服務規劃，並
制定發展藍圖。委員會將負責擬訂地區醫、社合作模
式、篩查及疾病辨識等。
陳肇始以「一條河」類比「基層醫療」理念，指若在

上游已做足措施，做好疾病預防宣傳工作，「最先讓上
游的居民不跌落水，便能自然減少下游搶救、治療等工
作。」她又指，地區康健中心不只是一個提供醫療服務
的中心，更是一個網絡，透過網絡凝聚社區、非政府組
織、醫療團隊的力量，一同減少疾病。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對政府推「基層醫療」
表示歡迎。他指出，所謂基層醫療，一定要設地區服務
點鏈接不同服務單位。政府率先在葵青區設立「地區康
健中心」作聯繫，做法值得認同。

團體認同盼盡早推全港
他希望特區政府盡快公佈具體舉措，如服務安排、服

務內容，以及如何同地區持份者、醫療服務機構或專職
醫療單位聯繫，如何接觸地區有服務需要的人士等。
彭鴻昌又指，葵青區在地區醫療服務上有經驗，是首

個試點地區的最好選擇，但亦可以增多一兩個地區，特
別是人口老化嚴重的深水埗、觀塘、屯門等區，相關地
區對基層醫療需求大，值得政府增加試點，若實驗成功
希望政府盡早在全港各區推廣。
施政報告還提出政府計劃於明年落實自願醫保計劃，
並修訂稅例，為購買巿民提供稅務扣減。陳肇始指出，
上屆政府花費很多時間與保險公司、私家醫院就自願醫
保作出商討。
她說，在「自願醫保」計劃12項最低要求中，10項已

成功達成協議，希望明年推出，而稅務優惠亦將盡快落
地，令更多人在私營醫療系統亦能得到完善醫療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施政報告提
出，政府將在12個月內完成檢討「限奶令」。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在記者會上表
示，根據海關數據及調查發現，本地奶粉供應
近年持續穩定，政府將於12個月內完成對限奶
令的全面檢討，檢視本港奶粉整體供應鏈、市
民購買行為等，根據檢討結果作出調整。
數年前內地發生「毒奶粉」事件，大量內地

媽媽來港購買嬰幼兒配方奶粉，造成香港「奶
粉荒」。政府推出「限奶令」規定每名16歲以
上人士，24小時內只可攜帶不超過1.8公斤配
方奶粉離境，以保障本地奶粉供應。
「限奶令」自2013年推出已4年，將首次進
行檢討。陳肇始指，「限奶令」原屬短期措
施，會因應情況而進行調整，近年本港奶粉供
應穩定，決定檢討「限奶令」，並研究保障本
地配方奶粉穩定供應的長遠措施。
港九藥房總商會副會長劉愛國對施政報告提

出檢討「限奶令」表示歡迎，最希望取消「限
奶令」，像以往一樣恢復自由市場，由商戶及
買家自行調節。
他指出，「限奶令」未出之前，每周向奶粉

供應商拿2次貨，每次拿5箱貨，幾乎能全部賣
出去，現時則每周僅拿1次貨，每次拿兩箱奶
粉，最終都不能全部賣出。

港嬰少本地銷售不佳
劉愛國指，香港寶寶少，本地銷售情況不

佳，而內地客自「限奶令」推出後，購買人數
大不如前。即使水貨客亦都不再買奶粉，「帶
兩罐回去銷路不大，費事麻煩。」
他強調，6大奶粉供應商已於2013年承諾，

每月預留165萬罐奶粉予本港嬰幼兒，並加強
補貨效率，需要時每日送貨至零售商，相關措
施已能足夠保障本港嬰幼兒對奶粉需求。

「限奶令」首檢討
藥房商會歡迎

「基層醫療」三特點提供支援「上游」預防勝「下游」搶救

■鄭泳舜昨日在fb上載一則短片，與徐
英偉到石硤尾南山邨暢談安老議題。

鄭泳舜fb 截圖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陳肇始舉行記者會，闡
述《行政長官 2017 年施政報
告》中其政策範疇的相關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施政報告推出「基層醫療」新
理念，有病毋須次次去急症室，
留在社區亦能得到專業醫療護
理。圖為特首早前參觀救世軍油
麻地長青社區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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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出席多個場合解釋施政報告。
有人質疑施政報告提出的「首置上車盤」政策偏幫
地產商，林鄭月娥回應指，意見正反映自己的擔
心，即社會看待任何事都涉及陰謀論。她又否認推
出惠民措施是「收買人心」。施政報告描繪看得
見、摸得着、做得到的發展願景，推出務實創新的
綜合施政措施，增強港人對未來的信心和希望，反
應正面。社會各界不應以雞蛋裡挑骨頭的態度對待
施政報告，更不應抱着慣性思維，對破格創新的施
政措施一味否定。有效落實施政報告，需要市民集
思廣益，支持、協助政府完善政策，攜手開創香港
發展的新局面。

施政報告內容豐富扎實，涵蓋良好管治、多元經
濟、土地房屋、鼓勵創新、培育人才及與青年同行
等多個領域，全面描繪了施政願景。同時，施政報
告以理財新哲學，有智慧地把「取諸社會」的財政
盈餘「用諸社會」，包括減輕企業稅負、普惠的交
通津貼、增加低收入人士生活津貼等等，發展惠民
並重。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顯示，此份施政報告
平均得分 62.4分，是回歸以來第三高分的施政報
告，顯示市民反應頗佳。

林鄭月娥擁有30多年的公共行政管理經驗，了
解施政的輕重緩急，熟悉如何協調各部門通力合作
制定政策，做到急民所急、想民所想。此份施政報
告亦採納了大量由政黨和民間提出的建議，「首置
上車盤」、大力發展創科產業、青年創業共享空
間、增加持續進修基金、車費補貼、改善低津等措
施，正正吸納了民間智慧，回應不同業界和大多數
市民的訴求。不少政黨和民間機構均表態，對施政
報告的創新措施感到滿意。

施政報告提出利港惠民的政策，關鍵的是付諸落

實，收到實際的施政成效。值得警惕的是，本港社
會泛政治化多時，政府無論提出任何政策、作出任
何改革，總有人以挑剔的眼光找毛病，放大不足之
處，以偏概全，政策未落實已被批得體無完膚，推
行起來更阻礙重重，此次施政報告亦難幸免。例如
施政報告提出「首置上車盤」政策，就被指「明
益」地產商，有官商勾結之嫌；政府計劃常態化綠
置居，有人就擔心會大幅延長公屋輪候時間，更認
為政府構建置業階梯，鼓勵市民置業，是「好心做
壞事」；即使惠及普羅大眾的交通津貼，亦被指
「資助水貨客」。

反對派更千方百計貶損施政報告，糾纏於難有共
識、易生爭拗的政改議題，以施政報告無提及政改
而攻擊林鄭月娥，有反對派政客竟然指施政報告推
出的交通津貼是「想用小恩小惠買了香港人的
心」，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及「重啟政改」鋪
路。這種指控，再次暴露反對派的一貫作風，為反
而反，無中生有，強加罪名。

施政報告不可能面面俱到，對任何問題都提供無
懈可擊的方案；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積累多年，更不
可能靠一份施政報告就令所有問題迎刃而解。此次
施政報告引入新思維、作出新嘗試，社會各界應多
從正面看待，可以作出是其是、非其非的善意批
評，但只要政策對大多數人、香港整體有利，能夠
帶來新突破，市民都應鼓勵政府大膽嘗試、全力推
行，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提升。

以往政爭不休，嚴重內耗，令施政動輒得咎，香
港發展停滯不前，受害的是全體市民。殷鑑不遠，
市民必須引以為戒，切勿重蹈覆轍。香港經不起折
騰，市民應大力支持林鄭月娥施展抱負，帶領香港
團結向前，開闢新景象。

勿以雞蛋裡挑骨頭態度對待施政報告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哲斯日前入

境香港時被拒入境，他妄言「一國兩制」正步
向死亡，又對香港法治問題指手畫腳。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華春瑩駁斥說，事件純屬中國內
政，已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亦批評，英國一些人對本港的評論不公平。
事實上，允許或不允許誰入境，是中國的主
權，如有人意圖進入香港干預特區內部事務和
司法獨立，中國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有權依法
處置有關問題。而且，羅哲斯對香港的種種批
評罔顧事實、極不公道，明顯以敵對思維干預
香港法治，所有愛護香港之人都不會歡迎這種
人到香港搞事。因此，奉勸英國一些人士應該
放棄殖民者心態和冷戰思維，不要再對香港心
存妄想。

這位準備以「私人訪問」名義來港的羅哲
斯，此前多次對香港事務胡言亂語，在非法
「佔中」3周年時曾到英國國會外聲援香港
「民主運動」，早前更發起絕食行動，抗議
「雙學三丑」被判監以及英方處理事件的方
式。他這次也不隱瞞其真正目的是會晤各路反
對派政治人物。被拒入境後，他又撰文攻擊
「一國兩制」，歪曲其意涵，毫無悔改之意。
英國外相約翰遜不顧外交禮節，竟要求香港特
區政府和中方解釋，末代港督彭定康亦趁機
「抽水」，稱事件令人不安，感到難以理解云
云。其實，正如華春瑩所指出的，羅哲斯赴港
是否有意干預特區內部事務、干預香港司法獨
立，他自己非常清楚。至於彭定康的所謂不安
也很好理解，因為拒絕羅哲斯入境，讓圖謀插
手香港事務者幻想破滅。

誠如特首林鄭所言，每個地方在入境政策
方面都有很大的酌情權。英國亦有一套拒絕
入境的理據，從2010年起英國拒絕超過10萬
人入境，英國有沒有向外交代每一個個案？
根據香港入境條例，在處理每宗入境個案
時，均會依據法律和既定入境政策，包括符
合「申請人來港的真正目的並無疑問」之規
定，並在綜合考慮訪客的實際情況後，作出
批准或拒絕入境的決定，當入境處有懷疑時
就可斷然拒絕。羅哲斯是次訪港為了會晤各
路反對派政治人物，甚至擬探望在囚的「雙
學三丑」，所以絕非其聲稱的「私人訪
問」。羅哲斯又稱他訪港不涉外交，中國中
央政府無權過問，但事實上，他作為英國執
政黨的一員，屢次將香港問題提升至外交層
次，他來港的意圖作為也自然會引發外交問
題，這還能算是「私人訪問」？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保持繁榮穩定，各方
面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功，世人有目共睹。因
此，羅哲斯對「一國兩制」的指責及歪曲是完
全站不住腳的，這種與事實不符、充滿偏見的
論調，注定不會有任何市場、只能是自欺欺
人。特首林鄭指出，英國有一些政客對於香港
非常不公道，攻擊特區的司法系統，甚至誣衊
法官受到政治干預。究其原因，不外乎一些英
國人不願意承認香港已經回歸中國的事實，幻
想自己對於香港依然有「道義」上的責任。但
是，回歸之後的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
外國政府、機構和個人無權以任何方式干涉中
國內政。任何人以敵對思維干預香港，更是不
得人心，香港人不會歡迎。

羅哲斯干預香港事務不得人心不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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