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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流浮山一處紅樹林淪為走私地
點，前晚有私梟在岸邊搬貨落人力舢舨，擬運到海中心再運上快
艇，海關人員根據線報埋伏採取行動，檢獲一批電子產品，但8
名私梟全部遁去；另外落馬洲口岸也破獲兩宗車底藏 iPhone 5
走私案，拘捕2名司機。三案檢獲電子產品共值500萬元。

8名私梟全部逃脫
紅樹林走私案地點在流浮山深灣路，位置相當偏僻，現場泥

沼可深及膝部，平日甚少市民前往。前日傍晚六時半左右，海關
人員根據線報，掩至紅樹林附近埋伏，其後發現8名男子用手推
車載貨運到岸邊，搬落一艘7米長人力舢舨，立即採取行動，但
被私梟鳥獸散逃去，只在現場檢獲30箱貨物，包括420部iPad、
240部iPhone、100多部數碼相機及鏡頭等，總值367萬元。

海關特遣隊指揮官陳子達表示，該艘舢舨並無安裝舷外機，
且現場相當淺水，估計歹徒靠人手撐動舢舨離開紅樹林區，到深
水位置再搬上走私快艇。

另在落馬洲管制站，前晚七時左右，海關經一個月偵查取得
線報，在出境口岸截查一輛目標貨車，於車底傳動軸旁邊空隙位
置，發現暗藏40部連盒的iPhone 5手機；相隔一個半小時後，
即前晚八時半，又查獲另一輛出境貨車，利用同一手法走私，在
車底收藏大批智能手機。兩案共檢獲303部手機，總值144萬元
，兩名司機（分別33歲及44歲）被捕；有人事後聲稱走私報酬
約1000元。

海關相信兩宗陸路走私案屬同一集團所為，並發現歹徒鬥扭
六壬，另派車輛尾隨走私貨車沿途監視，以防被海關跟蹤。陳子
達表示，此類反跟蹤手法，以往販毒集團才會經常使用，走私集
團則不算常見。

【本報訊】沙田沙角兩兄弟昨凌晨同室操戈，中
年胞兄不滿傳來雜聲影響睡覺，與胞弟爆發激烈吵架，
混亂間被揮刀斬傷右手，需送院治理，其弟涉傷人罪被
捕。

鬩牆兩兄弟姓陳（50歲及48歲），住在沙角雲
雀樓一單位。昨凌晨2時許，胞弟在家未睡，不時弄出
嘈雜聲響，兄長睡夢中被吵醒出言怒責，雙方爆發吵至
面紅耳赤。弟弟情緒失控衝入廚房取起菜刀，兄長亦拿
起木椅自衛，一輪搏鬥糾纏殺聲震天，胞兄右手中刀流
血，鄰居聞聲報警。警員趕到控制場面，兩兄弟均受傷
送院敷治，經調查後胞弟涉嫌傷人被捕。

深水貓殺手未落網，昨日大角咀發現貓屍又惹起
殺貓聯想。一頭花貓被發現口角有血陳屍行人路，經愛
護動物協會人員檢查證實身體骨折，相信從高處墮下死
亡，至於是失足抑或其他原因，有待警方調查。

【本報訊】馬鞍山欣安一住客昨日自殺幾乎累及
旁人，在單位內割斷煤氣喉自製 「毒氣室」死亡，街坊
發現濃烈煤氣味報警，幸未釀爆炸意外。

現場為欣安欣頌樓，自殺男子 50 多歲，在一個
單位獨居。昨晨8時許，有居民嗅到走廊傳來濃烈煤氣
味，遂通知保安員到場巡查，發現煤氣來自其中一個單
位，但拍門沒人回應，立即報警求助。警員和消防員趕
到，立即關閉煤氣供應掣，破門入屋後發現獨居男住客
昏倒屋內，門窗被人封死，煤氣喉也割斷，懷疑有人自
製 「毒氣室」自殺。男子被送院搶救，最終返魂無術。
警員經調查認為案件無可疑，尋死原因有待了解。

【本報訊】警方昨日在大埔太和拘捕一家四口，
包括戶主夫婦及其兩名女兒，在屋內檢獲3.8公斤大麻
花，市值約30萬元。

現場為太和居和樓一單位，被捕疑犯包括姓李女
戶主（59 歲）、已離婚但仍同住的姓程前夫（60 歲）
、兩名女兒（分別22和25歲）。據悉，女戶主有毒品
案前科，兩女則沒有案底，三人均報稱無業；探員正了
解兩女兒是否知情。

警方早前接獲線報，指有人利用住所分銷和包裝大
麻花，以供應娛樂場所，經調查後採取行動；昨日下午
三時許，探員在目標單位附近埋伏，趁女戶主回家上前
截查，入屋，在單位內包括廚房、客廳、房間的床底等
處，起出 290 包共 3.8 公斤大麻花，還有一批包裝工具
，市值約 30 萬元，於是拘捕三母女，其間前夫從外返
回，因懷疑涉案也被捕。

【本報訊】伊利沙伯醫院擄走女童案的 「拐子佬」
，伊利沙伯醫院及彌敦道附近店舖的閉路電視片段已拍
下其容貌，警方昨日發放照片，呼籲市民提供資料。

重案組探員經翻查伊利沙伯醫院及彌敦道附近店舖
的閉路電視，初步已鎖定 「拐子佬」樣貌，昨日公布疑
犯照片，呼籲市民如目睹案件發生或有該名被通緝男子
資料，請致電 3661 1653 及 2731 7311 與油尖警區重案
組第3隊聯絡。至於案中被捕姓蕭本地女子（56歲），
暫獲准保釋候查，於下月中旬返署報到。

【本報訊】一名 62 歲男子到廣東省旅遊後，證實感
染退伍軍人症，入住屯門醫院，現時情況危殆。這是衛
生防護中心今年接獲的第27宗退伍軍人症呈報個案。

該名男病人本身有長期病患，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昨日表示，他於本月曾到廣東省旅遊，上周五（14 日
）出現胸口痛、呼吸困難、咳嗽帶痰和發燒病徵，同日
入住屯門醫院。他其後出現呼吸衰竭，並於 16 日轉送
深切治療部。他的氣管分泌樣本的化驗結果證實他感染
退伍軍人桿菌。他的家居接觸者沒有出現病徵。衛生防
護中心的調查仍在進行中。

【本報訊】 「必理痛兒童退燒止痛藥水」被發現瓶上標籤的有效成分資料，
中文翻譯出錯，將 「毫克」誤譯為 「毫升」，衛生署昨日指令藥商 「葛蘭素」從
市面全面回收標籤錯誤產品，涉及11萬瓶藥水受影響。

「必理痛兒童退燒止痛藥水」用於兒童止痛退燒，毋須醫生處方也可在市面
藥房買到。衛生署接獲一宗市民匿名投訴後展開調查，發現60毫升樽裝的 「必
理痛兒童退燒止痛藥水」，瓶上標籤印上錯誤中文翻譯的有效成分資料，即 「每
5 毫 升 （ 一 茶 匙 ） 含 有 120 毫 克 acetaminophen」 被 誤 譯 為 「120 毫 升
acetaminophen」，於是發出回收指令。衛生署暫未接獲與產品相關的不良反應
報告，調查仍在進行中。

該藥由葛蘭素註冊，經利豐物流（香港）有限公司分銷。衛生署表示，根據
葛蘭素的資料，約11萬瓶受影響產品自去年6月進口本港，供應給本地藥房和
藥行，並沒供應給公立醫院或私家醫生，但有出口往澳門，目前未確定市面尚存
數量。葛蘭素已設立熱線電話31898765，解答市民查詢。衛生署密切監察回收
行動，並會通知澳門衛生當局。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表示，每5毫升藥物含120毫升某成分是明
顯的不合理，但相信一般人不會因為有關標籤出錯而誤服藥量。不過他指出，葛
蘭素是大藥廠，品質控制應該很嚴格，而標籤通常在本地印製貼上，他質疑藥廠
並無將有關標籤讓藥劑師等專業人士先檢查才出廠。

▲食環署日前在
葵涌一間油行取
走食油樣本化驗
，圖為該油行放
在門外的油桶

資料圖片

148 21 41 45 48 34

第146期六合彩攪出號碼

頭獎：1注中，每注派42,704,240元
二獎：3注中，每注派1,109,270元
三獎：102.5注中，每注派86,570元
多寶獎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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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傳媒報道有無牌食品加工場涉嫌
出售有問題食用油，食環署即時採取行動到
有關工場、供應該工場的糧油供應商及 13 間
食肆巡查，抽取 39 個樣本作致癌物苯並(a)芘
測試。

初步測試結果顯示，屯門糧油供應商 「北
大荒」的兩個 「金帝濃香花生油」樣本的苯並
(a)芘含量，分別為每公斤16及17微克，超出
國家標準的每公斤 10 微克，及歐洲標準的每
公斤2微克。葵涌永興油行的兩個樣本苯並(a)
芘含量低於國家標準，錄得每公斤 5.8 及 6.2
微克，超出歐盟標準。其餘 35 個樣本沒有檢
出或含量低於歐盟標準。

追查來源及分銷情況
食安中心正追查這些油的來源及分銷情

況，發言人表示，目前食品法典委員會及本
港法例並沒有就食物中的苯並(a)芘含量制定
法定限值，參考國家及歐盟標準及根據暴露
限值風險評估結果顯示，即使食用每公斤含
苯並(a)芘 17 微克的植物油，對公眾健康構成
的風險應該不大。但為慎重起見，中心已要
求供應商停止供應有關產品，並向客戶全面
回收。中心將進一步化驗該四個樣本是否含
其他有害物質。

至於食用油樣本是否摻有 「地溝油」，發
言人稱，目前還沒有一種特定的科學方法檢測
和鑑別 「地溝油」，可通過化學測試的方法檢

測有害物質的含量。自去年一月至本年十月，
中心透過恆常食物監察計劃共抽取超過310個
食用油樣本作化學測試，測試項目包括芥酸、
染色料、霉菌毒素、抗氧化劑及金屬雜質等，
全部測試結果滿意。

為釋除公眾疑慮，食安中心將再次進行專
項食品調查，從不同層面包括進口商、製造商
、分銷商、批發商、零售商和食肆抽取食用油
樣本進行化驗，以確保市面上的食用油符合本
港法例規定和適宜供人食用。調查計劃擬一、
兩月內完成，結果會盡快公布。

食衛局長高永文表示，當局主要檢測樣本
中是否含有對人體有害物質，如果要知道是否
摻有 「地溝油」，須要其他方法配合偵查。當
局在食物安全方面，以風險為本的方式為市民
把關，防止任何對健康構成影響的物質，讓市
民食用。

攝入量高影響健康
食安中心發言人續稱，食環署和食安中心

會繼續跟進和調查事件，採取適當行動。由於
葵涌永興油行衛生環境欠佳，食環署會根據相
關法例向有關人士發出通知，要求改善。署方
還會繼續就該處所懷疑無牌經營食物業進行調
查，如有足夠證據顯示有人違反法例，會提出
檢控。

苯並(a)芘是一種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
在環境中無處不在。食物加工時的情況對產生
多少苯並(a)芘有影響，燒烤、煙熏肉類或魚類
的含量通常較高。苯並(a)芘對人類基因有害，
並會致癌，難以釐定苯並(a)芘的安全攝入量。
專家委員會曾於 05 年發表意見，認為以人類
攝入的估計分量，對健康影響問題不大。歐洲
食物安全局 08 年評估後，認為攝入量高的人
士有潛在的健康風險。

【本報訊】南
丫島撞船事故調查
委員會昨日進行第
5 日 聆 訊 ， 傳 召
「南丫四號」的乘

客作供。有乘客指
看見海泰號駛近、
撞上、插入 「南丫
四號」的左邊船尾
，其後駛走。

18 歲 的 陳 金
灝一家四口，當晚
坐在南丫四號上層
露天座位。他昨日
作供時表示，開船
不久看見一、二百
米對開海面有一艘
大船，之後感覺到
南丫四號加速並向
右轉，但大約 3、
4秒後就被撞到，他立即打電話報警。陳金灝之後將電話轉交至另一男
子，便去取救生衣，分派給他的母親及哥哥，但找不到父親，後來才知
道父親罹難。他又不同意港燈律師稱船上救生衣放在當眼位置。

代表港燈的大律師質疑陳金灝指 「南丫四號」曾加速，又詢問他是
否聽到任何引擎聲。陳金灝回應，當時沒有聽到引擎聲有轉變，但感到
船隻震動。

陳金灝媽媽表示，撞船前看到海泰號高速駛近，但聽不到任何響號
，10秒後已撞過來，當時衝擊力很大，她丈夫和長子倒地。撞船後有
船員向乘客道歉，又說已經報警，呼籲他們保持鎮定，並教他們爬向船
頭逃生。她又回憶，當時套上救生衣，但無法綁上，要靠抓住別人救生
圈才能浮起。

另一名站在上層近船尾欄杆的乘客林木蓮表示，開船時航速穩定，
但十分鐘後 「南丫四號」突然加速，她要用手捉欄杆，當時她問丈夫
船突然加速，是否趕去看煙花。撞船之後，她們一家跌下甲板，她與

兒子拿到救生圈，但之後失平衡跌下海。她又說，撞船後，兩船並無卡，而是
反彈開， 「海泰號」彈開約20呎。她強調，兩船相撞後， 「南丫四號」船身已
入水，並非對方船隻離開才入水。

當時站在同一位置的乘客趙炳全則表示，撞船後海泰號船頭插入 「南丫四號
」船尾，後者入水和下沉。他之後看見海泰號駛離，他也掉進大海。他又回憶，
撞船前船員沒有教他們穿救生衣。

食物安全中心公布食用油調查結果，初步檢測發現，屯門 「北大荒」 糧油供應商及葵涌永興
油行的4個樣本，致癌物苯並(a)芘含量均超出歐盟標準，當中 「北大荒」 的樣本最高超標逾7倍
，同時亦超出國家標準。食安中心已要求供應商停止供應及全面回收，並正追查來源及分銷情況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會以風險為本方式，為市民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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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丫四號」 乘客陳金灝（右）和母親昨
天出庭作供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 「必理痛兒
童退燒止痛藥
水」 瓶上標籤
的中文翻譯出
錯，將 「毫克
」 誤譯為 「毫
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