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科院預計去年訪港客破5700萬

開刀加電療醫瘢痕瘤復發率低

港人愛港菜 大讚有港味
漁農美食嘉年華攤位創新高 豪客花2000元買海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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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署去年年
中成立的檢視院舍實務守則及法例工作小組
昨日開會，繼續討論增加院舍的人均面積。
會議主要圍繞兩個方案，一是為新、舊院舍
劃一設立新標準，現有院舍會有寬限期；二
是兩級制，接受現有院舍一個稍低的標準。
檢視院舍實務守則及法例工作小組成員、立
法會議員田北辰表示，如要新舊看齊，現成
院舍的一定會有很大聲音。最終會議未達成
共識，下次再續。
現時《安老院規例》及《殘疾人士院舍規
例》，分別要求院舍的最低人均面積是6.5
平方米。小組成員透露即使是兩級制方案，
新舊院舍亦要多於6.5平方米。
田北辰指出，如要新舊看齊，現成院舍的
一定會有很大聲音，「這亦會拖低新的（標
準），舊院舍也要提升，但都要給機會它做
得到才可以。」

團體促人均面積最少8平方米
另外，逾20名關注安老服務的團體成員於

昨日會議前到場向社署及小組成員遞交請願
信，要求將院舍寢室人均面積上調至最少8
平方米。
有成員指出，8平方米只夠放一張單人
床、三面單邊、一個衣櫃及一個很細的床頭
櫃，輪椅可轉動，「若少於8平方米，老人
家在未來二三十年，情況都可能仍然不
變。」她續說，現時不少院舍環境狹窄，影
響服務質素。
團體提出「8+8方案」，即要求法例上訂
明安老院舍寢室及非寢室範圍的人均面積各
有8平方米，並建議每間寢室最多只容納4名
長者。」有成員對通過方案不表樂觀，但強
調有關的面積要求已是最低條件，不能退
讓。

新舊院舍看齊現分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北京報道）
香港旅遊業經歷了「寒冬」，正在逐漸
回暖。中國社科院昨日發佈《旅遊綠皮
書》指出，適逢香港回歸20周年，香港
特區政府及旅遊業界推出多項政策及措
施，重塑「好客之都」旅遊形象，讓香
港去年入境旅遊市場止跌回升，首八個
月入境旅客達3,800萬人次，比前年同期
增長1.9%，扭轉自2015年7月以來的下
跌情況。綠皮書預計，2017年全球赴港
旅遊人次突破5,700萬人次，今年在國家
發展戰略和特區政府的新政策推動下，
全球訪港遊客數量亦會保持增長。
綠皮書由中國社科院旅遊研究中心組
織編撰。綠皮書指出，2015年香港旅遊
業出現跌勢，全球訪港人數比起2014年
下降2.52%，跌勢持續至2016年，全球
訪港人數比起2015年下降4.5%；直至
2017年，在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及各界
共同努力下，同時受益於外圍經濟環境
改善、人民幣匯率走勢強勁及內地經濟
形勢向好，香港旅遊業表現不俗。

2017年1月至8月，香港入境旅客累計
達3,800萬人次，比起2016年同期增加
1.9%，扭轉自2015年7月以來的下行走
勢，過夜旅客亦增長5%，酒店平均入住
率也上升至88%。
在旅遊業的帶動下，香港零售業回暖

跡象明顯，2017年8月總銷售額達348億
元，比2016年同期增長2.7%。當中珠寶
首飾、鐘錶及名貴禮品增長達7.3%，藥
物及化妝品則增長2.3%。

林鄭營造好氣氛吸內地客
綠皮書認為，香港旅遊業回暖與近兩
年香港特區政府着力重塑「好客之都」
形象有關。新一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
任後，高度重視旅遊業發展，加上2017
年舉行一系列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慶祝
活動，營造良好的社會氣氛，吸引不少
旅客，尤其是內地居民赴港。
林鄭月娥去年發表的2017年施政報

告，明確將香港發展成為世界級的首選
旅遊目的地，並提出四大發展策略和五

項新措施推動旅遊業發展，與此同時特
區政府推出一系列活動，提升服務品
質，旅發局與業界攜手合作，因時制宜
制定合適的推廣策略，推出更多元化的
旅遊盛事、景點及產品，吸引更多高消
費的過夜旅客來港。

內地市場支撐作用不容忽視
此外，內地市場起到的支撐作用也不

容忽視。近年來，內地訪港旅遊人數持
續下降，但內地仍是香港最大客源市
場，佔有香港入境旅遊市場超過76%的
市場規模，為香港入境旅遊市場平穩發
展起到支撐作用。
綠皮書並指出，中央惠港政策、國家

「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
港旅遊業發展帶來新機遇。內地與香港
旅遊合作也將進一步深化，並為香港旅
遊業發展注入新動力。
綜合考慮各種因素，2017年，全球赴

港旅遊人次將繼續保持逐步回升態勢，
預計突破5,700萬人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研究
中心首次使用網絡大數據，調查及分析
去年網民關心的本地社會事件，希望可
以進一步分析網民對各社會議題的關注
和取態，結果發現去年首三個熱門話題
皆為政治議題，首位為「特首選舉」，
中心表示調查反映港人一如既往關心政
治。

8個政治議題排前十
民意觀察研究中心在去年進行「2017

年熱門帖文及話題：Facebook 媒體專頁
分析」調查，分析去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的125個Facebook媒體專頁，按帖文的
心情選項數目、回帖數及分享數，計算出
帖文的「熱度值」，昨日公佈結果。

調查以首300位「熱度值」最高的帖
文，歸納出十大熱門話題，榜首十位
中，有八個為政治議題。首位為總熱度
值達3,000多萬的「特首選舉」，及後
兩位分別是1,200多萬的「七警案」及
700多萬的「宣誓風波（DQ）」，之後
為「宣誓風波」、「天鴿襲港澳」以及
「雙學三丑判囚」。
研究中心主席鄧咏駿坦言對結果並不

意外，「大家都好政治」，並不是意料
之外。
研究亦發現，十則「熱度值」最高帖

文中，有一半為直播節目，鄧咏駿解釋
指，網民可在播放途中直接讚好、分享
和評論，反映參與程度高，可帶動回帖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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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瘢痕瘤
不單影響外觀，亦會引起痕癢、繃緊及
痛楚，對病人日常生活及活動能力構成
影響，有醫生從美國引入新治療方式，
以電療技術配合傳統的切除手術，指新
療法的治癒率逾98%，復發率遠低於其
他治療方式。
平均每100人中有3人有遺傳性瘢痕瘤
體質，瘢痕瘤的形成是由於幫助傷口癒
合的成纖維細胞過度增生，令疤痕不斷
向四周蔓延，超出原本受傷的範圍，形
成蟹爪般的凸出疤痕，並且最常出現在
胸部、背部、肩膀、上臂、耳朵或下巴
等皮膚張力較大的位置。
外科專科醫生陳東飛指，除手術所造
成的傷口外，蚊叮蟲咬、暗瘡、抓傷及
注射卡介苗等都有可能令有瘢痕瘤體質
的人出現瘢痕瘤，建議市民如果知道自
己有該體質，應避免為打扮而非必要地
造成傷口，例如穿耳及脫墨。

患者過往可以透過手術將瘢痕瘤切
除、注射類固醇或冷凍療法醫治瘢痕
瘤，但三個治療方式的復發率分別有八
成、五成及兩成，美國皮膚外科學會去
年調查發現，以淺層電療配合切除手術
可以將病人的瘢痕瘤復發率大幅降低至
2%。
三十多歲的家庭主婦温小姐去年8月亦

曾使用新療法醫治瘢痕瘤，她指新療法
的治療成果較預期好，瘢痕瘤的疤痕並
不顯眼，只要抹些粉底就可以遮蔽，外
出時可以選擇低胸衣服，令自己的自信
心有所提升。

電療須連續做3天至4天
臨床腫瘤科醫生陳亮祖指，新療法採

用淺層電療，有別於癌症治療，「電療
只是集中在皮膚表面，深度只有1毫米至
2毫米，輻射量和照肺部X光片差不多，
所以好安全，副作用極少。」

他指新療法屬日間手術，醫生切除手
術後24小時內首次為病人進行電療，每
次過程只需約半小時，唯一不方便是電
療要連續做3天至4天，病人需每日來回
醫院。

■電療需連續進行三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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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華設有200多個攤位售
賣本地出產的有機及優質

漁農產品，包括蔬果、漁產、
海味及花卉等。現場所見，場
內人頭湧湧，愈夜愈多人，當
中以魚攤及菜攤吸引大批顧客
駐足。
出售本地有機魚的魚場負責
人盧先生表示，出售的魚來自
元朗自設的魚場，單是昨日早
上彩虹鯛及大頭魚已沽清。他
預料今日適逢周末，人流亦較
多，下午將會補貨，以應付需
求。
至於售賣本地有機水耕菜的
麥小姐表示，平日大多供應予
航空公司、五星級酒店及著名
餐廳，沒有零售點。

牛油菜紅牛油最受歡迎
她說，今次為推廣本地的水

耕菜而擺攤，當中以牛油菜及
紅牛油最受歡迎，售價50元3
棵，或50元兩盒已包裝好的蔬
菜。
她又說，水耕菜特別之處除
了即食以外，更可放在家中種
植一星期，作觀賞之用。
陳太表示，每年亦會參與該
嘉年華，認為場內氣氛熱鬧，
且貨品種類繁多及集中，較工

展會更好逛一點。
她購入約2,000元的海味，包

括：金蠔、魚乾及花膠，準備
過農曆年之用，認為價格與街
外差不多，但勝在多選擇。不
過，她說不會於場內買有機魚
及菜，認為路途較遠，擔心會
變壞。
吳太與丈夫一同到場選購心

頭好。她展示手上的「戰利
品」，均是本地有機的茼蒿菜
及番薯苗，共花費約100多元。
她說，連續3年參與嘉年華，

場內的貨品種類多，又有熟
食，「東西不適合也不要緊，
於場內買小食，隨便走走也很
開心！」

119養魚場加入優質計劃
漁農自然護理署一級漁業技

術主任梁志輝表示，現時約有
119個本地養魚場加入漁護署
轄下的優質養魚場計劃，當中
47 個屬淡水魚，72 個為鹹水
魚。
他又指，自2005年推出優質

魚標籤以來，至今累積銷售約
35萬斤優質魚，近年亦有上升
的趨勢，單於去年便有10萬斤
銷售，證明本地魚戶及市民對
計劃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臨近農曆新年，不少

市民忙於辦年貨。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昨日開幕，一

連3天在旺角花墟公園舉行，集合380個攤位，為歷年

之冠。大批市民到場購買本地的有機菜、魚類及海味

乾貨。有人豪花2,000元大手購入海味乾貨，亦有多年

的捧場客大讚場內的貨品種類繁多，本地農產品味

道、品質好。不少市民都到有漁護署優質養魚場標籤

的魚檔光顧，表示對有關魚場的魚更有信心。亦有不

少市民鍾情本地菜，認為本地種植的菜較新鮮。

■本地水耕菜能即食，更可先帶回家種一星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市民鍾情本地菜，認為本地種植的菜較新鮮。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捧場客大讚貨品種類繁多，本地農產品味道、品質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市民選購本地海味，包括金蠔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盧先生表示，彩虹鯛及大頭魚最受歡迎，早上全數沽清。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