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境處處長陳國基昨日在年度工作回
顧記者會上透露，處方已斥資3000萬元，
下月中起在所有出入境口岸為訪港旅客提
供免蓋章服務，以電腦標籤貼紙取代傳統
在入境旅客護照上蓋印的程序，預期可縮
短每名旅客過關時間3秒。

本報記者 李盛芝

訪港免蓋章過關快3秒
入境處下月中起全面實施

食店東主遭淋紅油險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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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黃大仙祠癸巳年新春參神特別安排
新歲將至，嗇色園恭祝各位萬事勝意，如意吉祥！

黃大仙祠新春安排
延長開放迎新歲

為方便善信於新春期間入祠參神祈福，嗇色園黃大仙祠特別於年廿九（西曆2月9日）及
正月初一至十五期間延長開放。

黃大仙祠新春開放時間
壬辰年年廿九 （西曆2月9日） 上午7時~下午5時30分

晚上9時~子夜11時59分
癸巳年正月初一 （西曆2月10日） 凌晨0時~下午6時30分
癸巳年正月初二至十五 （西曆2月11日~2月24日） 上午7時~下午6時30分

●年廿九當晚為入祠人流高峰，當晚將不設跪拜、求籤區及供品供奉區，善信不可攜帶生油

大香、元寶蠟燭、大型供品如燒豬等入祠。為響應環保，本園鼓勵善信只帶九枝清香入

祠，敬請留意

●新春期間，配合人流管制安排，祠外往大仙祠及太歲元辰殿之排隊區將分開處理，敬請留

意場外告示及工作人員的呼籲

太歲元辰殿新春安排
屬蛇善信正月免費入殿參拜

拜太歲乃是中國傳統新年習俗，本園為回應信眾訴求，特別於2011年增設太歲元辰殿，方便

善信同時參拜黃大仙師、斗姆元君、太歲及元辰。太歲元辰殿將於年廿九及年初一全天
暫停開放，年初二起如常開放讓公眾人士入內參拜。

太歲元辰殿新春開放時間
壬辰年年廿九及癸巳年正月初一 （西曆2月9日~2月10日） 全天暫停開放
癸巳年正月初二起 （西曆2月11日起） 上午8時~下午5時
為迎接新歲，歡賀蛇年，屬蛇善信於正月期間（西曆2月11日至3月11日）前往太歲元辰殿，
只要於入殿時出示有效證件便可免費入內參拜*，次數不限，祈願新一年平安大吉，事事順利。

*註：太歲元辰殿入殿費用為每位港幣一百元，65歲或以上長者及殘疾人士可享半價優惠。如善信
另須上表祈福，費用為每位港幣三百元。以上收費全用作宗教及慈善用途。

【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英國海事專家表示，
南丫島撞船事故中，「海泰號」的轉向失誤是造成意
外的原因，需負八成責任。而 「海泰號」所屬的港
九小輪代表律師則提出質疑，認為雙方都要負責。

南丫島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仍在研訊，英國海
事專家表示，事發當時， 「南丫四號」有根據國際
慣例轉向右閃避，而 「海泰號」卻並未根據慣例，
而是轉向了左，是以 「海泰號」需為此次意外負上
八成責任。

對此， 「海泰號」所屬的港九小輪代表律師提
出質疑。律師說，兩艘船當時都在移動，若要追究
責任，不能單單責怪一艘船。而且 「海泰號」是正
在駛向碼頭的直航船，而 「南丫四號」是剛剛駛離
碼頭的讓路船， 「南丫四號」理應有責任先轉向避
開對方。

海事專家則解釋，雖然兩艘船都有責任，但根
據當晚的雷達圖和數據顯示， 「海泰號」於當晚的
8點19分，已進入穩定的航向；而在同一時間， 「
南丫四號」正在駛離碼頭，在半分鐘至一分鐘之後
才有較為穩定的方向。這證明 「海泰號」較 「南丫
四號」更早進入穩定航向， 「海泰號」有責任先轉
向。而且，當時 「海泰號」以22.5海里非常之高速
撞向只有14海里慢駛的 「南丫四號」，情況並不尋
常。所以儘管雙方都有責任，但 「海泰號」需佔八
成，而 「南丫四號」僅佔兩成。

此外，專家又指出，當日並不屬於大霧季節，
而碼頭的霧燈卻亮，這個現象令人頗為詫異。如
果將其移走相信會對船隻的航行較為有利。

熱狗店遭撬門失電腦
【本報訊】前商業電台DJ泰山在銅鑼灣希雲街開

設的熱狗快餐店，昨凌晨遭爆竊，賊人撬毀摺門入內，
掠去一部電腦，價值約4000元，泰山指稱因愛吃熱狗才
會經營此店，與同好 「分甘同味」，想不到竟遭盜賊光
顧，會考慮日後加強保安。

爆竊案現場在希雲街12號地下，正門為鋅鐵框鑲嵌
玻璃的摺門，昨日上午10時許，原名曾匡民（38歲）的
泰山返回上址開舖準備營業，發現摺門有虛位，查看下
相信曾被撬，進入店內收銀機旁的電腦不翼而飛，銀頭
幸沒損失，遂報警求助。警員到場調查，翻看閉路電視
錄影片段，列作爆竊案處理，灣仔刑事調查隊第4隊負
責跟進，現正追緝賊人歸案。泰山事後表示，電腦內沒
有特別私密文件及圖片，不擔心私隱外泄。熱狗店已開
業8個月，聘請兩名員工，他本人亦經常返店中，凡事
親力親為，因在加拿大求學時愛上吃熱狗，認識多種不
同口味，加上友輩間給予的意見，才在上址開店，專售
熱狗及啤酒，他笑稱最受歡迎的是蘑菇熱狗，深受同好
追捧。

泰山有牙買加血統，早年在商業電台任節目主持，
前商台主持曾路得是其姑姐，泰山在她引薦下加入商台
，跟隨蘇施黃主持電台及飲食節目。

水錶被撬 水柱射出30呎
【本報訊】偷鐵賊無孔不入，昨凌晨到旺角洗衣街

一大廈後巷，偷走食水管水錶，水管射出逾30呎高水柱
，大廈住戶在年廿八差點無水 「洗邋遢」，幸水務署人
員趕忙駁回水錶，回復食水供應。

事發現場為旺角洗衣街165號後巷，昨日凌晨1時許
，賊人拆開後巷外牆一條食水管的水錶後逃去，水管噴
出水柱，幾達3層樓高，街坊驚見水花四濺報警。警員
到場馬上聯絡水務署人員，到場關掉水掣。現場消息稱
，該食水管供應上址唐樓部分地舖及樓上住宅，受影響
單位無食水供應，水務署人員隨即安裝新水錶，用戶在
早上始恢復供水。其中一個受影響地舖，目前正進行裝
修，工人表示早前亦被賊人潛入偷竊工具。

另訊，昨晨9時許，荃灣仁濟醫院一名員工到天台
巡邏期間，發現位於天台兩支共長60米的避雷棒不翼而

飛，疑被賊人盜取
，通知院方負責人
後隨即報警，失去
的 避 雷 棒 價 值 約
4800元，警方對事
件展開調查。上月
中同樣發生醫院避
雷針失竊事件，葵
涌瑪嘉烈醫院於一
周內，曾三度被人
偷走天台避雷針，
事後一名棚架散工
涉案被捕。

校巴貨車相撞 路牌傷司機
【本報訊】一輛空載校巴昨晨行經柴灣小西灣道時，與

一輛切線密斗貨車相撞，兩車車頭相撞，失控一同鏟上路中
安全島後撞倒路牌，擊中鄰線一輛駛經貨車，意外中密斗貨
車司機受輕傷送院救治。

受傷密斗貨車司機黃×強（31歲），頭部撞傷，送院敷
治後已無礙；校巴司機盧×志（65歲）及貨車司機葉×生（
53歲）則無恙。

昨日上午8時許，姓盧司機駕駛沒有接載學童的校巴沿
小西灣道西行，途至曉翠街交界時，一輛密斗貨車從曉翠街
駛出，校巴司機收掣不及與其相撞，兩車一同鏟上路中安全
島後撞塌路牌，路牌倒下，不偏不倚擊中鄰線一輛駛經貨車
，貨車司機大驚剎車，幸無受傷落車報警，救護員到場將受
傷密斗貨車司機送院救治，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

客貨車堅拿道天橋翻車
【本報訊】清潔公司在 「年廿八，洗邋遢」馬不停蹄，

一輛隸屬清潔公司的客貨車昨凌晨前往工作期間，行經灣仔
堅拿道天橋時，疑路面濕滑，客貨車在轉彎時失控，全車向
左翻側，車上5人如滾地葫蘆，其中一名男清潔工幸僅受輕
傷，事後送院治理。

意外中受傷清潔工人宋×基（51歲），手臂撞傷，清醒
送往律敦治醫院，經敷治後已無礙；客貨車司機蕭×福（45
歲），他通過酒精呼氣測試，事後協助警員調查。

昨凌晨3時許，姓蕭司機駕駛清潔公司客貨車，載同4名
同事，沿灣仔堅拿道天橋往紅磡隧道方向行駛，疑路面濕滑
，客貨車在天橋一個右灣失控，全車向左翻側，車上5人有
仿如 「搖骰盅」東歪西倒，在車廂內翻滾，車上一名清潔工
人手部受輕傷，其餘4人幸無受傷。

【本報訊】石硤尾偉倫街日式食店東主，近日將食
店易手，東主昨日在交吉收拾物件期間，突然一名男子
走近向其淋潑紅油，東主全身被淋中仿如 「落湯雞」，
眼睛更被濺中險盲，頂手新女東目睹遇襲過程，深感震
驚，擔心日後被牽連，警方正追查兇徒犯案動機。

被淋紅油男事主姓郭（35歲），街坊指稱他與妻子
經營該間食店近8年，專門出售日式小食，兩人在大埔
經營另一間食店，早前夫婦因不想兩邊奔走，決定結束
營業出讓食店，物色他人頂手，未幾與一名女士已洽談
轉讓，昨日是雙方議定的交吉日，詎料突遭人淋油襲
擊。

事發食店位於石硤尾偉倫街白玉樓地下，昨日早上
9時許，姓郭東主相約新東在現場店舖交吉後，將店內
雜物搬走清理，搬上停泊在店舖門口的私家車，並在車
尾箱整理雜物。此時一名男子突然趨前，手持一桶紅色
油漆，不由分說向郭猛潑，郭猝不及防，當場全身上下
被淋滿紅油，更波及私家車，路面遺下大遍油跡，兇徒
得手後馬上拔足狂奔，向南昌街方向逃去無蹤。

警員接報到場，在附近一帶展開兜截但無結果，事
主右眼被油漆濺中感到不適，由到場救護車送往明愛醫
院敷治，案件列作刑事毀壞案，警方現正通緝一名年約

40至50歲，身高約1.7米男子，犯案時身穿白色上衣、
藍色牛仔褲，戴藍色鴨舌帽，深水刑事調查隊第6隊
負責跟進。

現場消息稱，剛接手食店的女東主當時目擊整個襲
擊經過，不禁對事件深表震驚，一度擔心被牽連，食店
是否有 「手尾」，有街坊指出，經營該店的夫婦一向待
人友善，從未與人爭吵，相信事件只是 「點錯相」。

陳國基表示，這項新服務可加快入境效率及提升
準確度，傳統的模式需要蓋印2至3個，而電腦標籤貼
紙上會有旅客的資料、逗留條件及期限，且會有防偽
標識，不擔心會被濫用。

電腦貼紙有防偽標識
至於雙非孕婦來港問題，入境處去年截查6.18萬

名內地孕婦，拒絕當中4200人入境，向359名逾期居
留的孕婦及4名中介人提出檢控。而雙非孕婦衝急症
室的數字有大幅下降，由去年首季每月平均90人，減
至第4季每月20人。

陳國基表示，去年有25名內地人及215名港人因
假結婚被定罪，而今年初至今，處方發現23宗內地孕
婦懷疑藉假結婚來港產子個案。 「處方會加強監察，
檢視孕婦是否懷孕後才結婚，以及夫婦一個在內地、
一個在香港的可疑個案，甚至向家人入手調查，一旦
證明是假結婚，會建議醫管局，取消分娩登記。」但
他相信，有關情況並不普遍。

對於近日水貨客猖獗情況，入境處去年9月至12
月採取的 「風沙行動」，拘捕近600名涉違反逗留條
件的水貨客，及10名涉嫌聘用他們的人，當中92名水
貨客被定罪，入獄4星期至2個月。另至本月6日為止
，入境處已拒絕2400名懷疑水貨客入境。陳國基表示
，本港政府已根據水貨客的被捕紀錄、會否即日多次
往返中港，及每次過關有否攜帶大批貨品等作依據，
和海關轉介的資料，制定水貨客監察名單，並與內地
及本港執法機構加強聯繫。

將檢討投資移民計劃
另外，陳國基總結去年本港出入境人次有逾2.67

億，較2011年上升5.7%；內地旅客佔3470萬人次，日
均有9萬人次，按年升4%。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方面，
處方由2006年推出計劃至去年年底，共收到8684宗申
請，當中2392人獲發配額。同時，處方今年將檢討投
資移民計劃，暫未對檢討範圍有任何定案，他澄清，
有人指處方會提高投資額的傳言不準確，料檢討今年
內完成。而入境處今年將增聘240人，包括180名入境
事務主任及60名入境事務助理。

▲ 陳國基展示
，將以電腦標
籤貼紙取代在
入境旅客護照
上蓋印的程序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政府自本月1日起
開設的 「訂購奶粉熱線」，食物及衛生局發言人表示
，截至昨日下午5時，熱線共收到5782個來電，並將
當中3184個訂貨要求轉交至相關供應商，有關熱線將
由今日起由24小時服務，改為服務時間由上午7時至
凌晨12時。

美素佳兒指，在本月7日或之前，經政府轉介並
確認的訂單，將於新年前送出，而於2月8日或之後確
認的訂單亦會於新年期間送出。而牛欄牌亦指，所有
在2月6日晚上9時前確認的訂單，可於農曆新年前送
到家長手中，而首批訂購亦已於2月4日晚上取貨。

熱門奶粉市面仍缺貨
另一方面，政府早前推出十招以確保奶粉供應穩

定，但消委會昨日公布的調查顯示，熱門牌子奶粉市
面仍缺貨。

消委會於上月31日至本月5日，調查本港6大 「奶
粉荒」最嚴重地區，調查主要針對供0至6個月大嬰兒
飲用，俗稱 「1號仔」的奶粉的供應情況及價格，調
查地區包括旺角、上水、沙田、銅鑼灣、屯門及將軍

澳寶琳。政府早前宣布推出十招打擊水貨客以保奶粉
供應穩定，但是次調查中，仍有奶粉缺貨，其中以 「
牛欄牌」、 「美素佳兒」及 「美贊臣」的奶粉缺貨情
況最嚴重，6個調查地區中， 「牛欄牌」有4區的 「未
能購買現貨比率」達100%，而 「美贊臣」在6區的平
均 「未能購買現貨比率」亦逾70%。

此外，各個牌子奶粉在不同藥房零售價亦參差，
以美素佳兒為例，最貴的在沙田出售，訂價320元，
比建議零售價高37元，而在旺角出售的售價為225元
，亦是6區中最便宜。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表示，是
次調查只反映各區奶粉的供應情況及價錢，對於藥房
有否刻意囤貨或抬高價格，則要待競爭法正式生效後
，消委會才有權調查，現階段難以評論。黃鳳嫺續指
，根據過往經驗，新年過後奶粉商會加價，去年平均
加幅約5%至10%，她呼籲奶粉商體諒市民生活壓力，
勿在新年後加價。美素佳兒回應，一直密切監察市場
需求，如有需要將再個別增加供應，而在新年過後，
美素佳兒目前並無任何加價計劃。牛欄牌則表示，截
至昨日，已向訂貨的零售商送貨，而在新年後奶粉的
出貨價將維持不變。

奶粉熱線縮減服務時間

專
家
：
撞
船
責
任
海
泰
佔
八
成

▲路面遺下大遍油跡，更波及私家車

▲ 水管噴出水柱
，幾達3層樓高

▲前商業
電 台 DJ
泰山在銅
鑼灣希雲
街開設的
熱狗快餐
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