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份證有360 免費搭纜車
號碼中兩個字就得 昂坪3月及6月回饋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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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早到」 1月總銷貨值急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房委會早前通過耗資近4億元，為
30萬公屋戶額外加裝雙桿式晾衣
桿。有關措施本為便民之舉，但民
建聯卻指出，該黨於各區均接獲居
民投訴，批評新晾衣桿設計出現問
題，既不實用，使用時亦有危險。
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柯創盛昨日與
一班民建聯成員到房屋署總部請
願，要求改善設計特別是加闊晾衫
架與牆身及支桿之間的距離，並於
支桿上加裝固定鈎，方便居民掛衣
架晾衫。

支桿過粗太貼外牆伸身晾衫
據民建聯收集到的意見，新的晾

衣桿最少有3項設計問題，其一是
晾衣桿的支桿設計過粗，市面的衣
架難以使用，加上桿與桿的距離太
短，結果衣架既難放又難掛。即使

勉強掛上，由於掛不穩，衣架亦容
易因風吹碰撞而墮街。
民建聯亦指出，晾衣桿採用橫

向設計，過於貼近公屋外牆，衣
物貼近外牆，容易被灰塵污垢所污
染；加上部分晾衣桿設於窗外，居
民需要半身伸出鋁窗窗外掛衫及收
衫，居民擔心一旦失去平衡會發
生墮樓意外，對居民的安全構成
威脅。

顏汶羽：房署「聽完就算」一意孤行
民建聯觀塘區議員顏汶羽表示，

居民縱然提出許多意見，但房屋署
經常只是「聽完就算」，一意孤
行，「其實居民是用家，應以他們
的角度去設計。」
民建聯要求房屋署改善新晾衣桿

的設計，特別是加闊晾衫架與牆身
及支桿之間的距離，並於支桿上加

裝固定鈎，方便居民掛衣架晾衫。
民建聯認為房屋署應汲取是次經
驗，日後推出改良版晾衣桿前，先
向居民展示設計構思圖，及諮詢居

民意見。由於新晾衣桿設計問題多
多，該黨促請房署不要強迫早年已
自行安裝晾衣桿的租戶更換新晾衣
桿。

■民建聯批評新晾衣桿設計出現問題，昨日到房屋署總部請願，要求當局
改善設計。

深水埗主教山一向是深水埗街坊晨運的
熱點，也吸引不少區外晨運客到來。惟水
務署決定不再使用主教山山頂上的食水減
壓缸，並把該處圍封進行工程，以便日後
歸還予地政總署。該工程引起深水埗街坊

極大關注，不少街坊擔心從此失去這個晨運好去處。
立法會議員、深水埗區議員鄭泳舜昨日聯同部分區議

員及幹事，包括陳龍傑、劉佩玉、陳國偉、羅國豪，以
及主教山關注組近百名街坊，在深水埗區議會會議前向
水務署署長黃仲良遞交請願信，提出三大訴求。
他們要求在進行平整工程期間，能夠顧及到主教山進

行康體活動的市民需要，預留休憩空間給市民；要求政
府部門積極研究善用主教山山頂用地方案，讓居民多一
個晨運及休憩的公共空間；設立定期溝通機制，讓主教
山進行平整工程的同時，可盡量回應居民的訴求。
鄭泳舜在區議會會議上質詢水務署署長黃仲良有關工

程規劃的進度，促請政府盡快公佈方案，以及在施工期
間要顧及市民多年習慣，在安全情況下預留足夠的休憩
空間予晨運人士，還居民一個休憩地方。
深水埗食水減壓缸位於主教山山頂，佔地約4,300平

方米，不少深水埗街坊在主教山晨運二、三十年，對該
處非常有感情，民建聯建議水務署積極聯絡其他部門，
包括地政總署、民政事務總署及康文署，研究和規劃主
教山公共空間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政府統計處昨日發表的最新數
字顯示，今年1月份的零售業總銷貨臨時估值為481億元，按年
升7.1%，去年12月份的零售業總銷貨修訂估值則按年微升
0.1%。扣除其間價格變動後，1月份的總銷貨臨時估計數量按年
升6.9%，去年12月份的總銷貨臨時修訂估計數量亦按年微升
0.1%。政府發言人指出，零售業銷售於1月份較一年前顯著上
升，部分是由於今年農曆新年較早出現而被推高，而該月訪港旅
客人次急升亦帶來部分的支持，應待2月份的數據合併分析，才
較為可確定實際的趨勢。
發言人指出，在闡釋1月份的數字時，必須注意零售業於每年

首兩個月的銷貨額一般會受農曆新年時間的影響而較為波動，在
該節日前本地消費開支通常處於季節性高位。
按零售商主要類別的銷貨臨時估值分析，今年1月份錄得按年升
幅的有鞋類、有關製品及其他衣物配件(21%)；百貨公司貨品
(15.1%)；其他未分類消費品(13.4%)；食品、酒類飲品及煙草
(13%)；藥物及化妝品(12.9%)；汽車及汽車零件(9%)；超級市場貨
品(8.6%)；傢具及固定裝置(8.2%)；中藥(7.9%)；珠寶首飾、鐘錶
及名貴禮物(4.7%)；服裝(2.4%)；眼鏡店(2.1%)；和書報、文具及
禮品(1.5%)。但須留意，有關變動或會受上述提到有關農曆新年時
間不同所影響。
另外，電器及其他未分類耐用消費品與燃料的銷貨價值則按年

下跌11%及1%。

公屋新晾衣桿難用 民記促改善設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腸易激綜合症可導致腹
痛、腹瀉、便秘和糞便異常，
嚴重影響患者的社交、工作和
生活質量，香港的發病率約為
7%。浸會大學及中文大學研
究人員成功研發出名為「仁朮
腸樂顆粒」，是治療此症的腹
瀉型藥方，現已進入臨床試
驗，有望兩年至三年內推出市
場。

全球兩成人患病 西醫難根治
腸易激綜合症是常見的胃

腸功能紊亂性疾患，全球有一
成至兩成人患此病，目前尚未
有一種具肯定療效的治療方法
或藥物，醫生主要透過藥物緩
和腸易激綜合症的病徵及調節
生活習慣來治療。
浸大中醫藥學院講座教授

卞兆祥及中大醫學院消化疾病
研究所教授胡志遠領導的研究
團隊，自2002年開始透過研
究探索以中藥治療腸易激綜合
症的可行性。
兩校的研究人員先參考中

醫傳統治療腸易激的方劑，再
進行修訂，並將新的藥方訂名
為「仁朮腸樂顆粒」。該藥方
包括嶺南地區專屬的中草藥，
例如白朮、白芍、厚朴，薏苡
仁、火炭母、訶子和延胡索

等。卞兆祥指，藥效學實驗結
果顯示「仁朮腸樂顆粒」能明
顯降低內臟高敏感性，改善腹
瀉症狀、抑制腸運動及緩解腸
道痙攣。

招員臨床試驗
胡志遠指出，該症的病人

分便秘型和腹瀉型，有些則屬
混合型，有人更會出現「今日
肚屙，翌日便秘」的情況，加
之病情又會受壓力等不同因素
而變化，以往單靠西藥難以根
治腸易激，但結合中藥療法或
可帶來曙光。
「仁朮腸樂顆粒」處方已

獲得專利授權，研究團隊現正
招募392名合資格人士，參加
為期18個星期的臨床試驗，
所有藥物和檢驗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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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坪360雙喜臨門，纜車服務的平均可靠
度達至99.93%的歷史新高，相等於每

日8小時營運時間中，平均只有少於1分鐘的
延誤。入場人數也創10年新高，全年訪客總
數達183萬人，按年上升75.3% ，每日平均
訪客量亦較前年上升約5.9%至5,385人。

內地澳門客最多 泰菲客激增
昂坪360署理董事總經理劉偉明解釋，前

年上半年曾進行為期約5個月纜索更換工
程，令基數較低，故增幅達75.3%。但若按
每日平均客量計算，仍有顯著的增幅，表現
良好。旅客比例則與前年相若，以地區計，
內地及澳門旅客佔27%，港人則佔15%，歐
美及亞洲其餘地區旅客佔58%。以增長計，
升幅最高的為泰國及菲律賓旅客，分別上升
16%及11%。
隨着廣深港高鐵及港珠澳大橋相繼開通，
劉偉明指出，兩地距離拉近，內地旅客數量
亦有增長。今個農曆新年期間，內地客量比
去年同期增加30%，比12.1%的整體平均增
幅為高。
他指銷售團隊早已多次到訪中山、珠海，
跟當地旅行社合作推出旅遊產品，亦曾與多
家具規模的電子商貿平台合作，積極開拓銷

售渠道。

加強灣區宣傳「落橋」遊玩首選
他表明，纜車公司將抓緊機遇，加強在粵
港澳大灣區及粵西城市的宣傳，務求讓取道
大橋來港的旅客，選擇昂坪360為他們「落
橋」遊玩的第一站。
他並指，因公司是植根香港景點，故不會

忽略港人，不時作出回饋，將每年3月及6
月定為「港人感恩月」，每年在這兩個月推
出不同優惠及措施。今年這兩個月，港人的
身份證號碼只需有「3、6、0」其中兩個數
字，便可免費乘搭來回纜車，同行最多3位
朋友亦可享八折優惠，每日限額1,000人，
先到先得。
昂坪360於今日至本月26日將進行保養維

修停運，劉偉明表示，此段期間合資格享用
優惠的港人可免費參加導賞團 ，每天限額
30名。至於身份證號碼集齊「3、6、0」三

個數字港人，更額外獲得20元禮品店現金
券。不過，有網民指公佈後已是保養期，3
月免費搭僅剩27日至31日數天，笑言「等
睇3月尾『屍殺纜車』。」亦有網民批「保

養期招呼唔到旅行團就搵港人攝（楔）日
子？」但也有人話「咁仲有6月嘅……」
此外，昂坪360於農曆新年期間曾試行港

人實名制購票預約特快登車，乘客毋須排長

龍候車。劉偉明指，措施反應理想，平均每
天約有120位港人享用，平均約20分鐘已可
完成取票並登車，故有關措施將於下月起擴
展至所有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

受惠於訪港旅客增長，旅遊景點昂

坪 360 去年錄得總客量達 183 萬

人，按年上升75.3% ，每日平均客

量亦比前年上升近6%達5,385人，

創10年新高。廣深港高鐵及港珠澳

大橋去年下旬相繼開通，亦帶動內

地旅客大幅增長，農曆新年期間客

量增加30%。昂坪360指出，他們

是植根於本港的景點，為回饋港

人，已將每年3月及6月定為「港人

感恩月」，今年有關月份，身份證

號碼（包括括號內數字）含有「3、

6、0」任何兩個數字的港人，均可

免費乘搭纜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
翔）港大發表首個針對病毒性
肝炎患病率的全港性研究，發
現「手尾長」的乙型肝炎仍是
本港常見疾病之一，受訪者的
總體患病率為7.8%，但幾乎半
數患者不知自己患病，注射疫
苗仍是最有效的預防方法，能
將感染率顯著下降至1.8%。負
責有關研究的港大醫學院腸胃
肝臟科講座教授袁孟峰指出：
「大部分慢性肝病由乙肝及丙
肝病毒引起，乙肝患者併發肝
癌及肝硬化的機會，較非患者
高出100倍。」

港大團隊倡全民篩查
港大醫學院與香港肝壽基金
會於2015年至2016年在全港
18區，為約萬名年齡中位數逾
50歲的市民驗血。結果發現
7.8%受訪者患乙肝，值得注意
的是，當中48%患者不知道自
己受感染。在乙肝免疫接種計
劃推行前出生的受訪者，患病
率為8.3%；於計劃之後出生的
受訪者，患病率則為1.8%。丙

肝在香港並不常見，患病率為
0.3%。65.1%受訪者對甲肝有
抗體，33.3%對戊肝有抗體，
與2001年的同類調查比較，有
顯著增加之勢。家庭收入較低
的受訪者，帶有甲肝和戊肝抗
體的比例較高。
研究團隊指出，乙肝病毒

（HBV） 和 丙 肝 病 毒
（HCV）是目前全球最常見的
慢性肝病，對醫療系統造成沉
重負擔。大多數乙肝帶病患者
無明顯症狀，多數直至病情惡
化為肝硬化和肝癌時，才被診
斷。
2016年，本港有1,540人死
於肝癌，是男士第三號癌症殺
手，也是女性第四號癌症殺
手。過去本港欠缺關於病毒性
肝炎患病率的大型調查，這次
全港性研究有助防治肝病，改
善與肝臟健康有關的政策。袁
孟峰說：「世衛目標是在2030
年前，消滅以乙肝和丙肝為主
的病毒性肝炎，若要達標，實
施全民乙肝病毒篩查是必要
的。」

■卞兆祥（左）及胡志遠介
紹「仁朮腸樂顆粒」的研究
進展。 浸大供圖

■鄭泳舜在
深水埗區議
會會議前向
水務署署長
黃仲良遞交
請願信，提
出 三 大 訴
求。

■■劉偉明劉偉明（（左三左三 ))指昂坪指昂坪360360去年營運去年營運
成績理想成績理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健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馮健文 攝攝

■■昂坪昂坪360360將每年將每年33月及月及66月定為月定為「「港人感港人感
恩月恩月」，」，向港人提供優惠向港人提供優惠。。 昂坪昂坪360360圖片圖片

■港大發表首
個針對病毒性
肝炎患病率的
全港大規模人
口研究。

浸大中大合研中藥顆粒治腸易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