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4%人唔知醫療儀器無規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中學文憑試剛於上周三放

榜，計劃就業的青年人希望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前路。政務司司

長張建宗昨日指出，政府一直致力推動經濟多元發展，為青年

人提供更廣闊、優質和有前景的事業選擇，其中公務員將踏入

退休高峰期，自然流失率會增加，政府會積極招聘引入新血，

以填補空缺。他以紀律部隊為例，警隊計劃在2018至2019財

政年度招募1,850人，包括230名見習督察、1,620名警員，

並招募320名輔警警員；入境事務處及海關預計在2018至

2019年度，亦各分別需聘請約1,000人。

A10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18年7月16日（星期一）

20182018年年77月月1616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18年7月16日（星期一）

豹灰蝶絕跡30年
再現大嶼山昂坪

公僕步退休潮 吸青年促多元
張建宗：致力提供就業 讓年輕人各展所長

■港鐵設立港鐵學院，培育鐵路專才。 ■中華煤氣工程學院和中電學院則為有志投身的
青年人，提供專業認可課程。

■技術工種提供專業認可課程。 ■警隊計劃在新年度招募1,850人。
以上圖片均取自張建宗網誌圖片

■■政府會積極進行招聘工作政府會積極進行招聘工作，，為公務員隊為公務員隊
伍引入新血伍引入新血，，填補空缺填補空缺。。

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指，無論是
中學畢業或大專畢業的青年

人，在勞動市場探索前路也許感到
迷惘。惟本港工程界求才若渴，不
少本地機構均開辦人才培訓課程，
如由機管局成立的香港國際航空學
院，培訓空運管理人才；港鐵設立
港鐵學院，培育鐵路專才；中華煤
氣工程學院和中電學院則為有志投
身燃氣、電力和工程技術工種的青
年人，提供專業認可課程。
為配合香港建造業培訓更多優質
從業員及提升專業形象，張建宗表
示，香港建造學院已於今年成立，
提供各類建造課程，包括屬資歷架
構第三級的文憑課程，讓學員接受
專才訓練的同時，亦可逐步取得認
可學歷。

重點推創科 育專業人才
他又指，本屆政府銳意重點推動
創新、科技及創意產業，政府已預
留500多億元促進創科發展，未來市
場上會提供更多就業機會，讓青年
人各展所長。
在文化藝術方面，青年人要留意
西九文化區發展項目，西九文化區
管理局將逐步加強人才培育和專業
發展方面的工作，以迎接未來數年
場地的落成啟用。
他特別提到，對有志服務社會的
同學而言，加入公務員隊伍會是一

個好選擇。在本年度，公務員編制
預計會增加6,700個職位，增幅約為
3.7%，是香港特區成立21年以來最
高的按年增幅。
他續指，隨着「嬰兒潮」人士步
入退休年齡，亦是公務員退休高峰
期，自然流失率會由計至 2016 至
2017 年度的每年平均 3.5%，升至
2021年至2022年度的約4%。由於空
缺增加，政府會積極進行招聘工
作，為公務員隊伍引入新血，填補
空缺。

訂措施助殘疾者優先錄用
他以紀律部隊為例，警隊計劃在
2018 至 2019 財政年度招募 1,850
人，包括230名見習督察、1,620名
警員，並招募320名輔警警員。
隨着三大陸路基建項目港珠澳大

橋、高鐵香港段及蓮塘/香園圍口岸
陸續落成，連同現時各口岸的運
作，亦需增聘人手，入境事務處及
海關預計在2018至2019年度，各分
別需聘請約1,000人。
他表明，政府致力促進共融，會
為少數族裔提供公平加入政府工作
的機會，而自2010年以來，降低中
文語文能力要求的職系已增至共53
個。為確保殘疾者獲得公平機會融
入社群，政府亦已制訂利便措施協
助投考政府職位的殘疾者，並且給
予他們適度的優先錄用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顏晉傑）醫療儀器
不單應用於醫院和診所，亦被美容業界用
於醫學美容療程，並曾經引發多宗事故，
多個醫學組織都歡迎政府提出立法規管醫
療儀器的建議，指不少東南亞國家都已經
有同類法例，形容香港現時情況比第三世
界更落後，他們期望政府可以將未符註冊
資格的醫療儀器過渡時限由5年縮短至3
年。
醫學界在今年5月曾經訪問1,000名18歲
或以上市民，發現當中74%受訪者不知道香
港至今仍未有法例規管醫療儀器，但絕大部
分受訪者都認同醫療儀器應受法例規管，並
相信相關法例可以提升香港市面上所用的醫
療儀器品質，加強對市民的保障。

立會今討論立法規管
衛生署早於2003年建議立法規管醫療儀

器，但至今仍未成功立法，立法會衛生事
務委員會今日開會討論立法規管醫療儀
器，香港皮膚科醫學院、香港皮膚及性病
學會、香港整形及整容外科醫學會與香港
醫學會都表示支持有關法例。
香港整形及整容外科醫學會會長李金合

指出，政府雖然提出過發展醫療產業，但
卻一直未有立法規管醫療儀器，法例不單
落後於新加坡和韓國等競爭對手，就連越
南及柬埔寨等亦比不上，質疑政府如何吸
引旅客來港進行醫療程序。他透露部分香
港有使用的醫療儀器在所生產的國家因為
不合規格而不能使用。
香港皮膚科醫學院前院長陳衍里則批

評，美容業界長期對醫學美容療程可能引
至的起水泡、永久疤痕及白內障等併發症
隻字不提。
他透露2014年時曾有患心漏病的30多歲
女士使用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儀器（HIFU）
「打散肥膏」減肥，但療程卻導致有脂肪
堵塞血管引致中風，幸最終在脂肪融化後
能康服。
不少曾經接受醫學美容療程的市民都不

清楚美容師曾使用什麼儀器，亦不了解其
副作用，消費者委員會去年共接獲57宗懷
疑高能量光學療程或入侵性療程安全性的
質疑，過案在過去兩年持續上升，香港醫
學會義務秘書林哲玄認為情況反映消費者
現時未獲足夠保障，期望有關法例可以早
日通過。

醫生倡寬限期縮至3年

醫生組織亦關注政府計劃容許未符合註
冊規定的醫療儀器可以透過「表列制度」
獲寬限，在法例實施後5年繼續使用，建
議將寬限期縮短至3年。

另外他們並期望政府長遠要進一步對儀
器操作者作規管，香港皮膚及性病學會委
員陳俊彥表示，每個人的皮膚都有所不
同，但不少美容師都沒有意識要按每名客
人的情況調節儀器，只是僵化地按供應商
的指示使用儀器。

■多個醫學界組織都支持政府立法規管醫療儀器。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
傑）不少市民都知道攝取過量
鈉會影響健康，有機會增加患
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但有調
查發現近半數市民指外出進食
等生活習慣會影響他們維持低
鈉飲食的良好習慣。
食物安全中心風險評估及傳

達科首席醫生吳志翔昨日表
示，食安中心未來除了繼續宣
傳減鈉的飲食習慣外，亦會加
強與飲食業界溝通，希望他們
可以改善食物配方，令市民食
得更健康。
主要來自鹽的鈉雖然是維持

身體機能正常運作的必要元
素，但過量攝取亦會增加患上
心臟病和高血壓的風險，甚至
有機會引致中風，衛生署在

2015年曾進行調查，發現港人
平均每日攝取8.8克鹽，遠高於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每日不應多
於5克的水平。
半島青年商會早前訪問逾800

名市民，發現66.4%受訪者都能
正確回答每人每日鈉攝取量的
上限，並有63.8%受訪者自評每
日的鈉攝取量為正常或低於正
常。

麵包烏冬同樣含高鈉
不過，每100克食物的鈉含量

不能多於120毫克的低鈉食物定
義就有多達66.1%受訪者未能正
確回答，澳洲註冊營養師黃兆
章指，除了鹽外，味精和防腐
劑同樣存有鈉，並提醒市民不
能單以味道來判斷食物是否高
鈉，舉例指麵包及烏冬同樣含
高鈉。
調查並發現，50.6%受訪者認

為，經常外出用膳等生活習慣
會影響低鈉飲食的健康習慣，
黃兆章指市民外出用膳時可以
選擇參與政府「有營食肆」或
半島青年商會所成立的「低鈉
聯盟」食肆，並期望飲食業從
業員可以主動向顧客介紹低鈉
食物選擇。
吳志翔就表示，市民對健康

飲食的意識近年已經有所提
升，建議擔心外出用膳會攝取
過量鈉的市民可要求餐廳另行
送上醬料，而一時間未能改變
口味的市民就可逐步減鹹。
他表示，港人的平均鈉攝取

量已經由2010年時的每日10克
減至2015年時的8.8克，但衛生
署的最新目標是在2025年時將
港人現時的鈉攝取量再減低
30%，政府日後會加強與飲食業
界溝通，協助他們改善食物配
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俊威）由環保
協進會鳳園蝴蝶保育區主辦的香港觀蝶大
賽昨日舉行，環保協進會行政總監邱榮光
透露，已在本港絕跡超過30年的蝴蝶品
種—豹灰蝶(Castalius rosimon)，上月在
大嶼山昂坪被市民發現，相信是與本港氣
候暖化有關。
鳳園是於上月26日接報，有義工在大
嶼山昂坪發現未能辨認的蝴蝶。其後經鳳
園蝴蝶保育區顧問委員潘瑞輝鑑定後，確
認該蝴蝶是在香港絕跡超過30年的品種
豹灰蝶。
豹灰蝶的分佈範圍主要為印度、斯里蘭

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緬甸等熱
帶國家，在中國海南島亦有其蹤影。
香港地處亞熱帶地區，在1969年於粉

嶺南涌，1977年於新界北曾有其記錄，
在大嶼山及南丫島亦曾有過豹灰蝶的蹤
跡。
昨日觀蝶大賽的主題是「賞生態．保

生境」，比賽目的是讓市民認識生物多
樣性及培養觀賞生態的興趣，喚醒市民
對生態保育的關注。歷屆參賽人數逾
1,10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港鐵沙中線近期多次被揭發施工
出現問題，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指出，沙中線及廣深港高
鐵香港段工程均採用「委託協議
模式」興建，賠償上限是港鐵收
取的管理費總數，條件不合理，
認為將來若興建新鐵路，應沿用
以往的「擁有權模式」，由港鐵
出資負責項目的融資、設計、建
造、經營和維修等。
張炳良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

時表示，在其任內未曾收到任何
有關沙中線工程出現違規的消
息，又認為沙中線及高鐵工程以
委託協議方式興建並非最理想。

「委託協議」非理想
他解釋，「委託協議模式」即
由政府出資委託港鐵管理及興建
鐵路，港鐵收取管理費；若港鐵
在監工過程中出錯，政府有權提
出索償，但賠償上限只等同政府
向港鐵支付的管理費總數。
他承認，委託協議的方式不理
想，設計亦不完美，索償條件並
不合理，政府實際損失或比管理
費上限大。他又說，政府與港鐵
在索償上限中存在意見分歧，但
礙於高鐵已在興建中，雙方決定
待工程完成，再透過法律程序包
括仲裁解決分歧。
他認為，高鐵為政府帶來的最
大教訓，是不要再用委託協議方
式與港鐵合作。在此模式下，港
鐵只是工程管理者，當鐵路興建
好，就歸政府擁有。
他認為，將來建造新的鐵路，
應沿用以往的「擁有權模式」，
由港鐵出資負責項目的融資、設
計、建造、經營和維修等，政府
只負責承擔資金缺口，以減低複
雜性。
另外，身兼檢討自資專上教育

專責小組主席的張炳良表示，未
來數年適齡入讀大專院校人數正
逐步下跌，政府資助大學和自資
院校在2022年的學位總數，將
多於學生人數，有機會對院校收
生造成威脅，各院校應趁早為院
校訂立清晰角色，找出發展模
式，亦建議政府考慮向自資院校
提供一次性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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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想低鈉 出街食惟有就

■半島青年商會昨日起每逢15日會舉辦「全城低鈉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中小學生組觀蝶大賽。環保協進會供圖

■豹灰蝶 Kenneth Lam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