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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期六合彩攪出號碼

頭獎：無人中
二獎：1.5注中，每注派1,087,860元
三獎：69.5注中，每注派62,610元
多寶獎金：8,895,410元

因應早前有嬰兒奶粉含碘量不足
，食物及衛生局昨起就立法規管嬰兒
奶粉及嬰幼兒食品建議，展開兩個月
公眾諮詢。建議規定零至六個月的嬰
兒奶粉須引入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成分
組合，列出能量及碘等33種營養素
含量。惟奶粉商的宣傳推廣手法，則
單靠自願守則規管，遭多名立法會議
員炮轟，要求政府須立法規管，並公
布違反守則的商號及產品名單。

本報記者 鄧如菁

嬰幼兒食品規管諮詢
須列逾30種營養素 保障對象從0至3歲

港女性對生殖力認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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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死因庭昨就台灣囚犯陳竹男 2009 年在荔枝
角收押所猝死案判決其死因不明，但建議懲教署研究擴大
閉路電視的監察範圍和影片質素。

死者陳竹男，33 歲，於 2009 年 8 月死亡。死因庭五名
陪審團一致裁定其死因存疑，原因是導致其死亡的傷害記
錄不詳。陪審團建議懲教署在不影響私隱下，提升閉路電
視的覆蓋範圍，以及使用高像素記錄令畫像更清晰。同時
須於醫生記錄內記下在囚人士的飲食狀況，若在囚者被懲
教員武力制服，更須為對方拍下質素清晰的前後全身照存
檔。

懲教署對裁決表示尊重，並會詳細研究並作出跟進。
陳於 2009 年 8 月 14 日被送到荔枝角收押所，2 日後被

發現身負百處瘀傷。涉案的高級懲教主任鄧旭波，連同下
屬梁盛志及蘇嘉瑋事後被裁定一項嚴重傷人罪成，各判囚
16個月，現正上訴。

【本報訊】本港及亞洲國家女性對生育能力認知
不足。有藥廠研究顯示，僅43%受訪女性知道，與伴
侶發生性行為一年後仍無法懷孕，便屬不育；另有逾
50%香港受訪女性相信，不育是個人運氣不好，36%
則認為是天意。香港生殖醫學會建議，女性應 30 歲
前做足檢查有否生育問題，並希望政府資助有需要的
夫婦接受治療。

生物製藥公司默克雪蘭諾與新加坡國立大學醫院
婦女中心合作，於過去一年在亞洲 10 個國家（包括

香港），進行 「亞洲家庭生育研究」，訪問 1000 名
女性，了解她們對不育的認知。研究顯示，43%受訪
女性知道，若與伴侶在嘗試一年後仍無法懷孕，便屬
不孕不育；32%受訪人士明白，健康生活模式並不一
定保證懷孕。

本港方面，36%受訪女性相信不孕不育是天意，
52%人則認為是運氣不好。對於男性生育問題，30%
女性並不知道男性即使能夠勃起，仍有可能不育，
40%則不知道男性即使能夠製造精子，仍有不育的可

能性。另有約30%女性表示，即使懷疑有生育問題，
也不會主動尋求協助。

香港生殖醫學會會長梁家康表示，研究結果指出
，女性及其伴侶在計劃生育時對尋求協助有潛在障礙
，並證明本港有必要加強有關年齡及健康問題對生育
影響的公眾教育及意識。以香港而言，他相信，這些
研究數據正好提醒政府需要為港人提供更多資助，協
助女性懷孕。

擬規管之配方奶和食品

0至6個月

0至6個月

36個月

36個月

資料來源：食物及衛生局

嬰兒配方奶須列出食品法典委員會訂明的
營養成分組合（即能量和33種營養素，包
括碘、蛋白質、鈣等）

嬰兒配方奶須附有列出能量及33種營養素
含量的標籤

以下 「大仔」 配方奶須附列明能量值和25
種營養素含量的標籤

以下的嬰幼兒食品須列出能量值和營養素
含量

配方奶、食品部分自願守則
不可印任何標明或暗示健康聲稱或營養聲稱陳述，6
個月以上飲用的 「大仔」 奶粉及嬰兒食品只可作獲國
際認可兼有科學佐證的健康聲稱

0至36個月嬰兒配方奶、奶瓶、奶嘴及安撫奶嘴不得
向公眾進行推廣

禁止在醫療機構內進行嬰幼兒食品廣告宣傳或派發免
費樣品

奶粉商不得進行嬰兒爬行比賽、媽媽會等活動

奶粉包裝面除沖調方法及商標外，不能印有其他相片
、繪圖或圖像

須載有 「母乳餵哺是餵哺嬰兒的正常方法」 等警告字
句，字體高度不得小於2毫米

資料來源：食物及衛生局

【本報訊】記者陸靜瑩報道︰市民到
外地旅遊，都喜歡拍下沿途風光，或記錄
旅程。為加深港人對社企認識，社聯舉辦
名為 「閒行社企」比賽活動，透過旅遊札
記形式，盼市民探訪或光顧社企後，以文
字及相片表達該社企特色，推廣其背後意
義。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昨舉行
「閒行社企」啟動禮，社聯行政總裁方敏

生表示，藉着活動可令市民更認識社企背
後意義、或辦社企人士的信念；日後亦會
安排團體到社企作探訪。此外，公眾到訪
社企，更能增加他們了解不同社會議題，
更有助促進可持續消費。而社會福利署署

長聶德權亦指，活動可帶動市民認識社企
價值。

本港現時共有 368 間社會企業項目，
其中約有40間為社企餐廳；香港基督教女
青年會註冊社工黎玉潔指，組織轄下的社
企餐廳 「園景軒」為退休人士提供再次就
業機會，令他們感到自己仍有社會價值。
現時該餐廳約有十多個員工，年齡介乎50
至70多歲。

「閒行社企」比賽由今起至明年 1 月
28日舉行，設兩個參賽組別，分別為全港
大專院校學生，及15歲或以上香港居民及
訪港旅客。參加者必須上載 200 至 1500 字
遊記，及一張相片到社聯的網站。

遊記比賽增對社企認識

【本報訊】以唱兒歌出名的兒科醫生陳以誠
，早年因疏忽令一名男嬰要切除右手無名指指頭
，遭索償 1 千多萬元，高等法院昨裁定陳以誠就
男嬰的醫療費及心理輔導等賠償 31 萬 4000 多元
。法官指出陳以誠治療失當，認為男嬰可能會因
缺憾而尷尬，但又不認同缺憾會影響男嬰將來的
工作收入，故賠償未含將來相關損失。

3 年前，1 名當時只有 14 個月大的男嬰，因
割傷右手無名指向陳以誠求醫，但傷口數日後仍
未痊愈，後來指頭部分因為組織壞死而要切除。
男嬰父母入稟法院，為兒子索償 600 多萬元，以
及為父母須照顧兒子及引起的精神困擾索償 400
多萬。

暫委法官孫國治昨頒下判詞，指陳以誠治療
失當，延長男嬰的痛苦時間，但現時已 4 歲的男
童，開朗友善，雖然可能會因為無名指被切除感

到不安，但目前無跡象顯示他心理受影響。至於
需要多少心理輔導，法官認為，很大程度取決於
他的父母能否正面處理事件。

法官亦不認同男童父母一方指事件會影響男
童日後的生計，認為年輕人很快適應身體的限制
，現時亦未能確定他日後想做什麼工作判斷男童
將來的工作收入受影響，因此賠償並無包括將來
這方面的損失。法官只接納男童的痛苦補償、安
裝義肢，及將來醫療費用等索償要求。

案情透露，2009年時僅14個月大的男嬰坐嬰
兒車時，其母沒有留意兒子將右手無名指塞入鐵
閘縫，繼續推動嬰兒車而發生意外。他們到威爾
斯親王醫院就醫時，在陳以誠醫生的諮詢下進行
手術，惟陳醫生後來沒有解開事主手指的繃帶細
看傷勢，之後發現事主的指頭有壞死跡象，須切
除受感染小指頭。

【本報訊】被指從已故華懋集團主席龔如心處，收取合
共6.88億元風水服務費的陳振聰，遭稅局追討3億多元稅款
一案，終審法院3位法官昨一致駁回他要求延遲繳稅的申請
，拒絕理由稍後再公布。

稅局上月一度禁止陳振聰出售中半山寶雲道別墅楠樺居
，後來物業雖獲准出售，但所得的3億多元款項卻被法庭凍
結，據說稅局將盡快向法院排期，要求陳立即清繳所有欠款
連同罰款。

不過，由於陳還欠下龔如心遺產管理人和華懋慈善基金
合共2億多元，而陳的身家因爭奪龔如心遺產的花費，以及
金融海嘯導致的股票大跌價而急促下挫，據說只得約5億元
，故除稅局要求將其凍結的賣別墅金錢作為稅款，遺產管理
人和華懋慈善基金會加入爭奪這筆款項。

對於終院的裁決，陳振聰透過公關回應表示，尊重法庭
的判決，但有 「少少失望」。陳振聰申請延遲交稅官司終結
，但明年四月他還須面對涉嫌造假遺囑的官司。

終院駁回陳振聰延遲繳稅

兒歌醫生治療失當賠31萬

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與食物安全及環境
衛生事務委員會昨舉行聯席會議，討論有關立
法規管 36 個月以下嬰幼兒奶粉及食品的營養
成分及含量，並於昨日起展開公眾諮詢，為期
2個月。

署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參考
食品法典委員會準則，建議規定零至六個月的
嬰兒配方奶須符合食品法典委員會要求，列出
營養成分組合，即能量和碘、蛋白質、鈣等
33 種營養素；並須附有有關能量及營養素含
量的標籤。至於 36 個月以下的嬰兒奶粉及食
品，則須列明能量值和 25 種營養素含量的標
籤及其含量。她說，考慮到業界要在技術上配
合，當局會提供適當寬限期才正式落實，並會
視乎諮詢期間接獲的意見，決定寬限期的長短
，期望明年制訂法例。

王國興批守則僅屬自願性
多名議員質疑當局為何只立法規管營養成

分及標籤，卻沒有針對規管失實的奶粉健康聲
稱及銷售，僅以《香港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嬰
幼兒食品的銷售及品質守則》自願性守則，要
求奶粉商自律，有欠約束力。立法會議員王國
興更批評，守則欠缺罰則，並指若當局沒有公
布違反守則的奶粉商名單，守則是毫無意義。

立法會議員郭家麒也謂，部分奶粉聲稱能
令嬰兒更聰明，或幫助通便，均具誤導成分，
但政府沒有定立規管時間表，他表示感到失望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亦促請政府立法，規管奶
粉的不良推廣手法，並要求在立法前，公布違
反守則的產品名單。

相關議題未有國際共識
食衛局副局長陳肇始回應，指健康及營養

聲稱的議題十分複雜，在國際間亦未有共識，
需要更長時間諮詢，因此決定在明年稍後時間
才處理。她希望，先訂立守則，讓業界遵守，
並強調衛生署會一直監察，當局亦不排除公布
違反守則的生產商名字。

香港母乳育嬰協會主席黎黃佩嫦表示，歡
迎政府設規管廣告守則讓業界遵守，但也擔心
有部分不會遵守，希望政府能盡法立法規管奶
粉廣告。

【本報訊】香港醫院僱員權益工會昨與醫管局商討有
關福利等事宜。該會由醫管局合約及臨時員工組成，工會
要求服務滿三年員工，有機會轉會 「常額員工」，以取代
現行的六年規定，及在退休年齡上有更彈性的做法。惟局
方堅持連續服務六年或以上的合約全職僱員，才可申請轉
為常額僱員。

香港醫院僱員權益工會與醫管局人力資源部會晤，席
間工會表達不滿聲音；工會認為六年才可轉常額僱員的規
定太長，要求將期限改為三年。另外，大部分新入職的
「支援服務組別」員工，包括抽血員、物理治療助理，文

職員工等，於試用期內不能支取全數該職位應享有的 「人
工」，直至試用期完結。

另因程序拖延，曾有員工試用期後都不能支取全數薪
金，工會遂爭取試用期內，該組別員工都能支取所有工資
。工會亦盼局方可落實一星期工作44小時，包括用膳及小
休時間，及退休年齡可延至65歲。

醫管局人力資源部回應工會訴求稱，理解員工關心常
額聘用及退休安排，但據現行機制，除特別指定的管理或
培訓職位外，於所屬職級連續服務六年或以上的合約全職
僱員，均可申請轉為常額僱員。

至於退休年齡上，局方拒絕讓步，堅持暫未有計劃改
變60歲退休年齡的做法。對 「試用期」方面，局方指新入
職的病人服務助理，均需接受至少六個月的統一培訓，在
該期間是支取相關培訓職級的薪酬。

醫局臨時工爭年資調薪

【本報訊】據環境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首次披露，
為讓兩電提高能源效益，政府去年向兩電提供的 「經濟誘
因」分別是中電得4千5百萬元，而港燈則為2千萬元。另
文件提及政府有意於 2018 年前開放電力市場，引入第三間
電力公司，但根據《管制計劃協議》，電力公司可能因電
力市場引入競爭造成重大影響而收回 「擱淺成本」，政府
隨時要向兩電賠償天文數字的損失。

環境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顯示，政府於兩電商討新
一份的《利潤管制計劃協議》，由於政府早前表明有意最
早於 2018 年為電力市場引入競爭，據規定若政府改變電力
供應市場結構而對兩電造成重大影響，兩電力公司可從市
場收回已按政府要求實施有關措施而仍然不能減少的擱淺
成本，做法與國際慣例一致，而政府與電力公司將協商可
從市場收回擱淺成本的金額及機制。

據悉，政府過去 5 年准許兩電投資達 500 億元，未來 5
年可能又 500 億元，合計是千億元，一旦開放電力市場，
政府要向兩電賠償 「擱淺成本」，金額將可能數以百億元
計。

另外，文件亦顯示，將會修訂兩電的准許回報率，由
以往協議的固定資產平均淨值 13.5%至 15%，下調至 9.99%
，令兩家電力公司可賺取的利潤每年減少逾50億元。

同時，政府又向兩電提供經濟誘因，鼓勵兩電改善運
作效率、供電可靠性及客戶服務，相反若表現未達指標時
，政府亦可施加罰則。據兩電的去年的表現，政府給予中
電的經濟誘因為4千5百萬元，而港燈則為2千萬元。

【本報訊】奶粉商為招來顧客，去年投入廣告宣傳
的花費多達16億元，但多個母嬰團體則指不少奶粉廣告
存有誤導成分。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副會長蘇曜華指出
，雖然有研究顯示乳酸菌對某些腸病患者可以改善腸胃
，但沒有大型研究顯示，對嬰幼兒有效改善便秘問題，
並認為政府有意制訂守則，規管36個月以下嬰幼兒奶粉
產品及食品的銷售是有前瞻性，值得支持。

香港保護兒童會總幹事蘇淑賢也贊成，政府先制訂
自願守則，但長遠必須立法規管，限制奶粉商 「洗腦式
」廣告及在醫護機構派發樣本，避免誤導家長，有助推
廣母乳。

不過，部分奶粉商並不贊同。雀巢香港有限公司法

律事務及集團事務總監陳穎表示，守則既規管食品標籤
，也規管宣傳，認為是將衛生署及食物環境衛生署兩個
部門的監管工作混為一談，希望當局再延長諮詢期。美
贊臣營養品（香港）有限公司市場總監譚淑貞認為，當
局應盡快就食品標籤立法，但希望未來仍可與政府就有
關議題磋商。

另外，香港母乳育嬰協會曾指出，不少奶粉廣告有
誤導成分，在無孔不入的 「洗腦式」宣傳下，令許多媽
媽放棄母乳餵哺而使用奶粉，更有四歲大兒童仍每天飲
用奶粉，促請政府盡快立法規管奶粉的銷售和品質，以
及推動母乳餵哺。

母嬰兒童團體支持立法

新對手或引起競爭
兩電可收擱淺成本

收押所猝死台犯死因不明

▲（左一）香港旅遊發展局企業事務總經理梁美寶、（左二）社會福
利署署長聶德權、（左三）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左四）滙豐
集團總經理兼香港區總裁馮婉眉、（左五）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出席
社聯 「閒行社企」 遊記創作比賽活動 本報記者陸靜瑩攝

▲

食物安全及環境衛
生事務委員會及衛生
事務委員會昨舉行聯
席會議，討論規管嬰
幼兒配方奶粉及食品

本報記者
杜漢生攝

▲團體支持政府先制
訂自願守則，但長遠
必須立法規管，限制
奶粉商 「洗腦式」 廣
告，避免誤導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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