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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東莞報道）二十多名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昨日繼續進行粵港澳大灣

區的調研工作，考察位於東莞的

中國散裂中子源（見另稿）、松

山湖國際機器人研究院及松山湖

生態城市科普館，並與東莞市政

府交流。其中在考察機器人研究

院時，先後出任香港科技大學副

校長的副團長黃玉山及代表朱葉

玉如，欣悉多個該校學者及舊生

成功創業的例子，並指創新是未

來發展之本，鼓勵缺乏工業基礎

及土地的香港與其他大灣區城市

優勢互補，香港學者應多帶動創

科創業的熱潮。

投身灣區土壤 激活科研港才
港代表訪東莞機器人研究院 勉兩地互補優勢促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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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面臨人
口老化問題，預料將為醫療體系帶來壓
力。社區組織協會及香港老人權益聯盟昨
日發表《長者基層醫療健康意見書》，就
「老、病、貧」三大困難要求政府實施
「長者全民保健」，促為60歲或以上人士
提供全民基本健康評估、設立長者牙科保
健、設立「一邨一護士」及成立健康管理
局，統籌營運基層醫療健康服務等。
社協及老人權益聯盟昨日邀請食物及衛
生局副局長徐德義、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林正財及立法會議員，回應意見書及討論
基層醫療健康改革。
社協指出，長者對醫療健康服務需求較
高，患有慢性病的比率亦隨年齡上升而增
加，根據統計處2016年數字，四分三長者
患有一種或以上慢性疾病。

大部分有病求診急症
社協並指，基層住戶獲政府分配的醫療

福利比例由2001年的22.1%降至2016年的
16.1%，顯示政府未有集中支援貧窮弱勢住
戶。社協引述研究指出，只有8%基層長者
有家庭醫生，其他長者有病只能到急症室
求助；公營基層醫療服務門診極難預約、
需跨區求診、等候時間長等均令長者卻
步，加上醫生人手不足，即使有治療亦無
跟進。
社協批評政府社區支援不足，欠缺社區

健康諮詢及護理，也欠缺基層牙科服務。
社協建議政府實施「長者全民保健」，

為60歲或以上人士提供全民基本健康評
估，包括常見「三高一低」，即高血糖、
高血脂、高血壓、低骨質密度的篩查及其
他眼科、跌倒風險、認知能力及精神健康
評估等；設立長者牙科保健，資助60歲或
以上人士定期進行包括牙科檢查，洗牙及
補牙等基層護理，同時將關愛基金牙科服
務的年齡限制下降至65歲，放寬一生只能
使用一次的限制。

盼全港設24小時門診

社協同時建議以一站式個案經理模式，為
有需要長者提供健康管理，並以一邨一護士
模式，於逾200間長者地區及鄰舍中心及其
他地區團體增聘負責長者健康的個案經理。
社協亦促請當局成立健康管理局，統籌營

運基層醫療健康服務；設立以健康效果為本
模式運作的資源分配及成效監察機制；增加
夜診及改善門診預約系統，逐步於18區設立
24小時門診，並將豁免醫療費用的年齡限制
由75歲下降至65歲領長生津的長者或「在
職家庭津貼」的受助家庭。

基層「老友」求醫難 團體倡全民保健

■社區組織協會及香港老人權益聯盟昨日發
表《長者基層醫療健康意見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立法會
議員計劃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建議禁止
任何形式的奴隸，即人口販運、強迫勞
動、奴役、性旅遊及強迫婚姻，並成立
獨立委員會，預防、調查和檢控相關罪
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回應表示，香港
已有充足法例應對人口販賣。
公民黨議員郭榮鏗表示，美國國務院

於去年6月發表《2017年度人口販運報
告》，香港連續第二年列入第二級監察
名單，與利比里亞、巴基斯坦、盧旺達
和津巴布韋並列，反映香港的法律及政
策，未完全符合打擊人口販運的最低標
準，認為訂立相關法例刻不容緩。
李家超昨日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指出，要按香港的實際情況
立法，但關於販賣人口等問題，香港
已有充足的法律供執法部門針對有關
罪行，一定要按實際情況決定採用哪
種法例。

依本地法處理逃犯移交
另外，就美國國務院有報告披露，政

府曾拒絕美國引渡逃犯的要求。李家超
回應，本港與任何一個國家所簽署的移
交逃犯協議，都會說明在不同情況下，
未必會移交相關逃犯。在不同案件中，
政府都是按照香港的法律處理。他不會
公開討論案件的細節，但強調有關案件
是符合剛才所說的不移交情況。

為 了 響 應
「共享．喜閱

新時代」全民閱讀運動，民政事務局
特 別 於 政 府 總 部 舉 辦 「 漂 書 @
CGO」活動，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民
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民政事務局常
任秘書長謝凌潔貞、教育局常任秘書
長楊何蓓茵及康文署署理署長吳志華
等昨日均親自帶同書本放漂，分享閱
讀樂趣。張建宗在facebook上分享時
指出，正所謂「開卷有益」，閱讀是
一種享受，他自小便喜歡閱讀，與書
為伴，昨日帶同幾本書籍，希望它們
找到新主人，延續書籍的價值。他表
示，政府鼓勵閱讀風氣，早前以「共
享．喜閱新時代」為題，舉行一連串

推廣活動。而由下學年起，政府為每
間小學和中學每年分別提供4萬元及
7萬元津貼，資助學校購買圖書和安
排推廣閱讀的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土地
大辯論」進入第二階段，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昨日討論公眾參與活動最新進展。
小組主席黃遠輝會後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會上主要匯報公眾諮詢開展至今收
到的意見，以及各項公眾參與活動、工
作坊的進度。黃遠輝透露，公眾參與活
動的網上問卷調查將於明日推出，形式
與實體問卷相似，如果市民剔選的土地
選項面積總和未達1,200公頃的目標，系
統會發出提示，呼籲揀選足夠土地供應
選項。

黃遠輝提到，小組會在巡迴展覽提供平
版電腦，供現場市民填寫網上問卷，他相
信市民會認真填寫，不會重複提交相同意
見，故工作人員不會全程在旁監視，「如
果佢攞咗個平版電腦成個鐘，而唔知做啲
咩，工作人員會發覺得到。」
黃遠輝又指，問卷會記錄下提交者的

「IP地址」，負責分析的港大團隊會作
檢視，倘有同一「IP地址」提交大量重
複問卷，可以分析得到；若同一家庭不
同成員提交複數問卷，相信不會構成問
題，從數量上亦可以區分出來。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嚴杏意）香港
遊樂場協會昨日公佈「香港青少年生活狀
況調查」，結果顯示青少年精神健康情況
不理想，約三成人的抑鬱或焦慮指數為中
等至極端嚴重。協會表示，睡眠時間對精
神健康的影響最大，調查顯示約三分之二
的青少年長期睡眠不足，而學業壓力及過
度上網都是睡眠不足的主因。調查機構負
責人並指，使用互聯網的時數愈長，青少
年的焦慮及壓力會愈高。

普通默書都感壓力
香港遊樂場協會上月以問卷形式訪問
3,177名青少年，在6歲至18歲受訪者中，
超過六成半每日睡眠少於9小時，而在19
歲至24歲受訪者中，近兩成半每日睡眠時
數少於6小時，均低於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
中心指引。
香港遊樂場協會總幹事梁偉權指，多數
青少年在不自覺中養成了不睡覺的習慣，
比如是在床上玩手機和上網等，遲遲都不
願入睡，長時間下會令精神健康下降。
註冊社工游綺文指，青少年睡眠不足，
大多源於精神壓力，如學業、朋輩和家庭
因素等。游綺文以兩宗個案為例：一名中

一男校學生，因考試和功課繁多，加上對
自己要求太高，令壓力倍增，連普通默書
都會精神緊張；另一名約21歲的大專生，
因長期持續性失眠，加上情緒不穩定，使
他間中需要停學，遂主動求助於社工，社
工及後發現他患有抑鬱症。
游綺文表示，家長可以合理地調整青少

年的課外活動時間，避免他們因壓力過大
而出現情緒問題。她並指，在小學階段，
家長應着重於建立親密的家庭關係和珍貴
的親子時間。

香港遊樂場協會督導主任溫立文表示，調
查發現受訪者平均每周使用互聯網18.44小
時，青少年愈年長，使用時間亦相應增加，
但他指出青少年上網時數愈長，抑鬱、焦慮
及壓力都會增加。溫立文建議青少年多做運
動，每天至少進行60分鐘中等至高強度的體
力活動（簡稱MVPA60），將有助改善青少
年身體健康及減少抑鬱指數。
協會亦提醒家長，應多與子女溝通，留
意他們情緒有否出現異況，及早解決問
題。

青年「迷網」唔夠瞓 三成鬱焦偏高

土地供應小組明推網上問卷

保安局：具充足法例應對人口販賣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也考察了位
於東莞大朗鎮的「國之重器」、 研究
物質微觀結構的中國散裂中子源，更
進入散裂中子源核心近距離參觀多項
設施。代表們被世界頂尖技術吸引，
不停「集郵」留念。散裂中子源工程
總指揮陳和生提到，立法會今年4月
來考察時，有反對派議員主動要求全

場為此「畀Like」，足證科學可以跨越政
治。
散裂中子源由中國科學院和廣東省共同

建設，是研究中子特性、探測物質微觀結
構和運動的科研裝置「超級顯微鏡」，在
材料科學和技術、生命科學、物理學、化
學化工、資源環境、新能源等諸多領域具
有廣泛應用前景。
今年3月，散裂中子源按期、高質量完

成全部工程建設任務，並順利通過了中科
院組織的工藝鑑定和驗收，為全球第四
台。
陳和生向代表介紹時表示，希望散裂中

子源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發揮作用，故特別
歡迎港澳人士參觀，即使是中小學生也要
熱情招待，「讓他們了解內地不只是有水
貨客到香港，也有世界一流的科學水平和
非常好的發展前景。」
他又憶述立法會議員4月來考察時的情

形，「我們在（散裂中子源核心）台階上合
照時，有一個『泛民主派』議員叫大家一起
為散裂中子源點讚，所有人都把大拇指伸出
來，說明科學交流可以跨越政治。」
本身是神經生物學家的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朱葉玉如表示，目前香港學者較少認識
內地已有散裂中子源，但他們只要提交建

議書並獲批後就可免費使用，加上東莞與
香港相距不足兩小時車程，她回港後會多
宣傳推介，自己也會和團隊商討如何在未
來的研究應用散裂中子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東莞報道

松山湖國際機器人研究院可說是「科
大幫」集中地。據介紹，研究院的

主要創始人包括科大電子與計算機工程學
系教授李澤湘及曾任科大工學院院長的高
秉強，研究院所創辦企業的核心成員基本
都來自於科大機器人研究院，創業俱樂
部、創業學院和機器人學院都依託於科大
機器人研究院主辦。

「科大幫」北上貢獻多
多個在松山湖落戶的創科企業也有科
大背景，由李澤湘創立、主力運動控制、
機械優化設計、工業自動化技術的研發和
應用的固高科技，就在松山湖設立產業
園，而由數名科大舊生創立、主力研發電
動船摩打的逸動科技也在該處成立分公
司。
曾任科大副校長的黃玉山表示，機器
人研究院在奮鬥十多年後才有今日的成
果，而他也曾與靈魂人物之一李澤湘共事
過，「他除了做科研之外，本身也很有創
新能力和理想，覺得中國工業未來一定要
走向現代化，所以他在科大創立了自動化
研究中心，而他更覺得不只要研究，更要
將之產業化，為經濟服務，所以和學校同
事和畢業生成立了固高。」
他續指，固高最初只是在科大深圳分
校租一層作辦公室，後來在努力經營下影
響力越來越大，現在可以說是國家的自動
化先驅之一，而著名航拍機品牌大疆，也
是由李澤湘協助其門生汪滔成立。

黃玉山：有合適土壤就可發展
黃玉山認為，固高及其他創業成功的

例子，充分說明香港學者及學生很有能
力，只要有合適土壤就可以發展，「未來
發展一定要靠創新，沒有創新就沒有前
途，但香港沒有工業基礎，土地也不夠，
與東莞等其他大灣區城市就可以互補。」
現任科大副校長朱葉玉如就認為，香

港學者應多鼓勵學生創業，甚至身體力
行，指如果多幾個「李澤湘」，對將大灣
區打造成創新中心很有幫助。
另外，東莞市常務副市長白濤在與代

表交流時表示，東莞將會打造成大灣區的
國際製造業中心，並強化科技創新成員的
轉化功能、擴大開放合作的示範功能等，
但承認教育和醫療是他們的短版，可以和
香港多合作。
一行昨晚抵達中山，與中山市市長焦

蘭生等共進工作晚餐並交流。

訪散裂中子源基地趁機「集郵」

■ 調 查 發
現，學業壓
力及過度上
網都是青少
年長期睡眠
不 足 的 主
因。
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嚴杏意 攝

■■代表考察散裂中子源代表考察散裂中子源。。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朗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朗文攝攝

■能夠進入中子源核心，代表們興奮不已，
「集郵」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朗文攝

■代表了解機器人研究院如何協助有志創業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朗文 攝

■盧瑞安對教育機器人甚有興趣。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朗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