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九龍西補選進入倒數，各候選人亦就拉

票工作作最後衝刺。候選人之一、食物及衛生局

前政治助理陳凱欣續獲重量級人馬支持。原全國

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均為

陳凱欣拍片打氣，范徐麗泰大讚陳凱欣關心社

區、長者和香港人福祉；陳勇則十分欣賞陳凱欣的陽光與能幹，並認

為她是香港最優秀的政治人才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勤落區拚民生 街坊議員歡欣
夥王祖藍聆聽港青心聲 范徐麗泰陳勇拍片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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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橋通車後，東涌
湧現大量遊客，當中更充斥
涉嫌違規的「一天團」。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昨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表示，政府已就此召開多次
跨部門會議，並於短時間內多管齊下推出各項有
助紓緩口岸和附近地區壓力的措施。
他指政府正與內地研究開通大橋東人工島，讓

旅客不用入境香港便可遊覽大橋。他續說，旅議
會上周末派員到東涌抽查內地旅行團，結果顯示
「地接社」的安排已逐步改善。
運輸署昨日起實施新措施，已登記的旅遊巴營

辦商只要在前一天晚上9時前，通過運輸署網上
系統提交申請及完成簡單手續，便可於翌日讓旅
遊巴進入口岸上客區上客。邱騰華相信，措施將
有助香港本地接待社與內地入境旅行社合作，靈
活調撥旅遊巴，紓緩東涌區內的人流。

着手港旅檢樓設商舖
他指根據過去幾個周末的經驗，經大橋香港口

岸入境的旅客中，約20%並無轉乘本港的公共交
通工具離開口岸到香港各區，「由此可見為數不
少的旅客主要目的是體驗大橋。」
他透露，政府正與內地當局研究開通大橋東人

工島予上述旅行團遊客，讓該類旅客毋須進入香
港特區境內便可遊覽大橋，並從東人工島折返珠
海或澳門。
同時，政府正着手安排在香港口岸旅檢大樓內

增設臨時小型店舖或攤位，讓旅客購買手信，並
研究讓美食車在旅檢大樓附近和欣澳服務遊客。

料明可網上預約穿梭巴士
至於供團體旅客預約穿梭巴士服務的網上系

統，期望於明日起實施。邱騰華表示，新安排將
有助管理及調節各時段的客流，避免團體旅客集
中在同一時段進出境，同時縮短旅客的候車時
間。
針對有旅行團涉嫌違法經營一事，邱騰華強

調，所有入境團必須遵守香港法律，旅遊事務署
早於本月初向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通報事件，省
旅遊廳高度重視，並已向全省各地市旅遊主管部
門發出通知，敦促有關機構加強監管工作。
他指出，過去四周經大橋來港的旅行團登記

總數，由第一周的約70團升至最近一周的逾
700團，旅議會上周末亦派員實地考察及抽查，
結果顯示經大橋來港的內地入境團中，約70%
有香港導遊陪同，可見「地接社」的安排已逐
步改善。
而旅行代理商註冊處在得悉涉嫌違法的個案

後，亦已通報予警方及入境事務處。他指警方
及入境事務處正調查事件，目前暫未有人士被
捕，警方會繼續密切留意內地旅行團來港的情
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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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人工島研開通
內地客「賞橋」不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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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凱欣昨日在facebook發佈范徐麗泰
和陳勇為她打氣的短片。

范徐麗泰讚關心社區長者福祉
范徐麗泰表示希望大家能支持陳凱
欣，因為陳凱欣是個關心社區、老人家
及大部分香港人福祉的人。范徐麗泰相
信陳凱欣進入立法會後一定可以將民間
的聲音帶進議會，並會全力以赴，因為
她所認識的陳凱欣肯做肯聽，而且十分
用心，這正是現時香港需要的人。
范徐麗泰亦指，香港不需要一些只專
門批評，但完全找不到結論和解決方
法，只是將問題激化的人，而是需要一
個真真正正為人民服務的議員。因此她
希望大家能在11月25日，投5號陳凱欣
一票。

陳勇：陽光女孩常在前線
陳勇對陳凱欣亦是讚不絕口。他說自
己多年前已認識陳凱欣，當時陳凱欣是
一個很陽光的女孩子，並且是電視台記
者。
他指，陳凱欣在社區訪問很多議員、
街坊和朋友，當區內發生一些民生問題
的時候，大家第一時間便會看到她，陳
勇坦言對此相當佩服，「以為陳凱欣是
個嬌滴滴的女孩子，但陳凱欣能爬高爬

低到第一線。無論是交通事故現場或是
民生現場，連一些男孩子都覺得比較危
險的位置，她都敢於站在那個位置，為
大家第一線報道真實、全面的精準資
料。」
陳勇續說，陳凱欣之後一路成長，包

括在政府內為大家服務，形容大家佩服
陳凱欣，不僅是因為上述原因，而且是
因為她非常能幹，是優秀的香港從政人
才。他相信，陳凱欣進入立法會後為大
家推動優質民生，為香港及九西打拚，
因此他全力支持陳凱欣入立法會。
此外，陳凱欣近日與藝人王祖藍到

「Good Lab」聆聽科創、初創青年的心
聲。陳凱欣聽完創業者的故事後，認為
要聆聽才能知道大家真正需要，並表示
要夠膽創新，應在實驗和實踐後再選擇
最好的方法。
王祖藍亦大讚該些創業者用心地幫社

會做事，而社會如何用這些人才十分重
要。陳凱欣對此表示認同，認為只要用
心、用人，便可成就一番事業，促進社
會進步、社區發展。

財庫局前局長陳家強一同拉票
網上短片以外，陳凱欣昨日也連續走

訪多區，先是上午在富昌邨、榮昌邨與
街坊講早晨，並獲得經民聯深水埗區議

員梁文廣到場支持。其後她轉往黃埔，
繼續向街坊介紹自己參選理念，更獲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前局長陳家強陪同一起
拉票，陳凱欣感謝對方對自己的信任和

認同，並說會繼續用誠意、正能量感染
更多人支持自己。
立法會九龍西補選其他候選人還有馮

檢基、李卓人、伍廸希、曾麗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近
年事故頻生，立法會昨日辯論由「實政
圓桌」田北辰提出的「重整港鐵公司管
治」無約束力議案。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陳帆表示，政府會以嚴謹態度調查沙中
線工程問題，如日後確定港鐵有疏忽，
當局會向港鐵追討損失。他又透露，港
鐵正研究沙中線局部通車的可能性，但
並無設下任何「死線」。對於有議員建
議成立獨立的鐵路拓展署，他指政府會
持開放態度，但並無計劃回購港鐵公司
股份。

田北辰倡設鐵路拓展署
田北辰指出，多個港鐵的工程問題影

響公眾信心，並指目前路政署難以分身
兼顧鐵路監管，政府應成立獨立的鐵路
拓展署，專責鐵路工程。
他同時建議港鐵主席或行政總裁其中

一位應具工程背景，以便有效監督工
程。提出修正案的民建聯陳恒鑌認為，
即使兩名高層有工程背景，亦未必能改
善監管問題，必須改善下情上達的溝通
文化。另有議員認為，政府應全數回購
港鐵餘下的股份。
陳帆指出，特區政府非常關注被指質

量出現問題的沙中線鐵路工程，及港鐵
公司內部管治問題，重申鐵路安全茲事
體大，「政府會以最嚴謹的態度，尋根
究底，以對症下藥。」
他指，若日後調查確定事件與港鐵公

司的管理不善及疏忽有關，政府會就事件導致的
損失向港鐵公司追究。
他續說，受沙中線紅磡站工程影響，港鐵正研
究沙中線局部通車的可能性，惟政府希望港鐵可
進行仔細及詳盡的研究，將相關考慮研究清楚，
故未有訂下既定的死線，「第一，市民是有期
望；第二，我們亦希望開通之後運作暢順、可靠
及讓市民符合期望。」
針對議案提出應成立獨立鐵路拓展署，陳帆

回應指，路政署轄下的鐵路拓展處設有專責分
部，分別負責監察高鐵香港段項目和沙中線項
目的推展，亦有相關專業技術人員就機電工程
和建築圖則等方面提供專業意見，政府現階段
對日後強化路政署轄下的鐵路拓展處，甚或成
立新部門專責處理鐵路工程的建議保持開放的
態度。
「重整港鐵公司管治」的無約束力議案中的部

分建議未獲得其他議員支持，最終在多名議員棄
權下遭否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出獄後
很徬徨，無錢無住處，又不想找以前的朋
友，否則一定走回舊路。」更生人士
Tom道出很多囚友重走犯罪路的無奈。
有見於此，專注協助更生人士的「善導
會」於去年發起「甦屋計劃」，廣邀業
主、贊助機構、義務建築師和設計師，共
同建設專供更生人士租住的廉價、宜居共
享單位，目前已有3位業主提供3套住
房，供16位更生人士和兩個單親媽媽家
庭入住。Tom說：「甦屋計劃很好，能
真的幫我們重返社會。」
善導會昨日舉行「甦屋計劃」周年分

享會，逾百名社福界人士、政府部門代表
及支持機構代表出席。

節約社會成本助走正途
善導會表示，在善心業主支持下，目

前於油麻地新填地街有兩個唐樓單位及新
蒲崗有一套住宅加入「甦屋計劃」，油麻
地兩單位有16位更生男士入住，新蒲崗

則有兩位單親媽媽與子女共住。
善導會副會長、前法官湯寶臣說：

「甦屋如都市冷酷沙漠的一點綠洲，期待
更多業主加入，讓綠洲連成一片。」贊助
甦屋裝修費的周大福慈善基金主席鄭家成
說：「誰會不犯錯？我都天天犯錯被太太
批評，改了就好。更生人士已付出代價，
所犯的錯就應『抹咗佢』。」
他指出，每宗罪案都會令社會付出很

大成本，包括受害人、警署及懲教署等，
能幫助更生人士貢獻社會，不用重走犯罪
道路，一來一回，節約的社會成本很可
觀，「甦屋正是他們重返社會的第一塊基
石。」
香港文匯報記者參觀油麻地的甦屋單

位，室內專門設計4個上下鋪的木製傢
具，每個床位均有獨立小桌椅、衣櫃，連
體式設計巧妙節約空間，既開揚又保障了
每位住戶的私人空間，曾獲設計大獎。飯
廳、廚廁8人共享，房間雖小卻宜居及人
性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威爾斯親
王醫院、瑪麗醫院及瑪嘉烈醫院近日先
後發生醫護人員未能適時察覺X光片顯
示病人肺部出現異常陰影事件，令病人
延遲開始接受肺癌治療的時間。醫院管
理局質素及安全部昨日決定成立根源分
析委員會，一併檢視3宗個案，探討如何
協助及確保醫護人員更適時從X光檢查
中察覺病人肺部的異常情況，並會在8星
期內完成及公佈報告的調查結果及建
議。
醫管局昨日公佈成立根源分析委員
會，跟進近期發生的3宗醫護人員未能適

時察覺X光片顯示異常情況。3宗個案雖
於不同醫院發生，但發言人指有關個案
通報時間和發生情形類近，因此決定在
總辦事處層面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一
併檢視3宗個案。
首宗發生在威爾斯親王醫院，一名病

人於今年11月因膽囊炎經急症室入住外
科病房，醫生安排病人接受胸腔X光檢
查，發現其肺部左上方有一處陰影，其
後再檢視病人以往的胸腔X光片，發現
病人於去年3月曾到醫院求診，當時的X
光片已顯示其左邊肺部有陰影，病人現
時經檢查後證實患有轉移性肺腫瘤。

三度未察肺部異常陰影
瑪麗醫院亦發生同類情況，一名病人

上月因胃部不適到律敦治醫院求診，院
方為其進行X光檢查期間發現肺部有陰
影，懷疑屬惡性腫瘤，病人經轉介後到
葛量洪醫院結核暨胸肺內科跟進。
醫生翻查病人記錄，發現早前瑪麗醫

院自2016年起安排病人接受恒常肺部X
光檢查，當中三度未有察覺肺部出現異
常陰影。
最後一宗個案則發生在瑪嘉烈醫院，

一名病人早前跌倒經急症室入院，被轉
送到內科及老人科病房留醫時出現呼吸
困難，胸腔X光檢查顯示病人患有嚴重
肺積水，醫生為病人安排引流處理積水

情況，並進行化驗，報告確診病人患有
肺癌，醫院翻查病人病歷時發現病人去
年2月及今年5月於醫院接受的胸腔X光
檢查，均顯示右邊肺部有陰影，惟當時
醫護人員沒有察覺及跟進。

醫局：八周內公佈調查結果
醫管局發言人表示，3間醫院已分別向

病人及其家屬坦誠交代有關事件，並就
事件道歉，目前已按其個別病情作出跟
進治療，3間醫院會繼續向病人及其家屬
提供所需協助。
委員會將邀請相關專科委員會派出代

表，參與根源分析委員會的調查工作，
並會在8星期內完成及公佈報告的調查結
果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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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屋」助更生 共享安樂窩

▶▶范徐麗范徐麗
泰泰 fbfb截圖截圖

◀◀陳勇陳勇
fbfb截圖截圖

■■Tom是「甦屋」第一批租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善導會舉辦「尋找甦屋的故事」
周年分享會。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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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屋」設計既開揚又保障每位住戶
私人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陳凱欣陳凱欣((左三左三))與王祖藍與王祖藍((左二左二))到到「「Good LabGood Lab」」
聆聽科創聆聽科創、、初創青年的心聲初創青年的心聲。。 fbfb截圖截圖

現 年 54 歲 的
Tom年輕時已「行
古惑」，約 30 歲

時在內地因「境外非法組織罪案」判刑
5年，是內地首宗香港黑社會有組織犯
罪案例。
其後Tom屢次因吸毒、販毒、接贓

等罪案被判刑，最後一次入獄時，內地
太太剛為他誕下一名女兒。
他說：「因此我決心告別過去，給

妻女安定的生活。」Tom這次出獄後
洗心革面，徹底與「舊朋友」失聯，最
困難時要露宿碼頭、睡公園，長達30
年的毒癮也堅決戒除了，「沒辦法，和
老朋友一起，第一件事肯定是大家一齊
先吸毒，然後想些違法的事賺快錢。」
在善導會社工幫助下，Tom成為第

一批入住甦屋的租戶，「這裡挺好，安
定很多，最重要是徹底擺脫以前的環

境，睡覺也安穩些，精神也鬆弛很
多。」有了安定的居所，Tom開始努
力找工作，「工作不好找，現時見工填
表都有一欄『有否刑事犯罪記錄』，填
有，幾乎一定沒希望，自己又不想虛
報。」結果出獄兩年多，只能打散工，
包括清潔、五金回收、看舖等，「只有
散工不用填詳細資料。」
雖然走正道不容易，Tom還是原諒

社會對更生人士的種種歧視，保持感恩
的心：「我的過去我不想隱瞞，那些都
是過去的事，誰沒過去？別人歧視也由
他，不強求。社會已對我們很包容、很
多支持。」
他表示，現時只希望能找到一份長

工，並能盡快「上公屋」，讓一兩年後
能獲批來港定居的太太和女兒有個穩定
的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過來人：擺脫毒品展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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