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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李兆德報道：搶購奶粉情況近日
稍為紓緩，不過藥房業界表示，政府出招確保奶粉在
市面供應後，奶粉供應仍然不足，疑似水貨客活動近
日又再活躍起來，擔心奶粉荒情況再出現，建議政府
從供應商層面介入，以公平原則將貨源平均分配各大
小藥房及超市。藥劑專科學院提醒母親，哺乳期間應
避免服用阿士匹靈等藥物，以免藥效透過乳液傳到嬰
兒，影響嬰兒健康。

藥業商聯盟副主席羅俊昌昨日表示，水貨客過去
常以10人為一個團隊，每人每次購買1至2箱同一型號
奶粉，情況嚴重，政府出招打擊水貨活動後，水貨客
活動收斂，本港藥房單罐售價也從高位的305元，回
落至現時的294元。

不過據他了解， 「港貨」奶粉在內地 「港貨店」
需求仍然很大，現時平均每罐售價高達人民幣340元
，而新春假期過後，北區的藥房在最近兩日，水貨活
動又漸見活躍，一個團隊的人來買奶粉的情況又再出
現。

他認為要徹底解決水貨活動及奶粉供應不足問題
，應從供應層面手。他指供應商傾向優待大型零售
商，藥業商聯盟的1000間藥房會員中，80%平均每兩
星期送貨一次，每隻號數的奶粉只能入貨3至4罐，但
大型零售商獲分派貨源比藥房多一倍。他要求政府從
供應商層面入手，適當分配貨源予各大小零售商。供
應商若以無限量供應貨源，自然可解決水客活動及供
應不足問題。

香港藥劑專科學院院長鄭綺雯建議，父母應為嬰
兒選擇貨源較多的奶粉牌子。她說： 「坊間售賣的奶
粉一般具備國際認可和基本營養，某些標示具有加添
營養素的奶粉，與基本奶粉分別不大。」

藥劑師：哺母乳慎服藥
鄭綺雯謂，媽媽亦可選擇餵飼母乳， 「母乳是不

可取代的，能有效提高嬰兒的免疫力，是最天然的營
養來源。」她續說，哺乳期的媽媽每天需要額外500
卡路里及15克蛋白質，喝足夠的水或飲料，例如肉湯
和清茶。哺乳期的媽媽並不需要額外的鐵質，但需要
攝取足夠的鈣，例如每天食用牛奶、酸奶奶酪等。

基層醫療藥劑師學院主席張建民表示，哺乳期間
應避免服用如抗組織胺類抗敏藥、阿士匹靈、精神科藥
物及化療藥等藥物，尤其阿士匹靈。藥物可透過嬰兒
吸取母親的乳液傳遞，嚴重可引致嬰兒有性命危險。

【本報訊】記者余育奇報道：第9屆香港影視娛樂
博覽將於下月18日起舉行，集合多項活動，其中包括三
項始創項目：香港國際影視展（FILMART）、香港國
際電影節（HKIFF）和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HKFA）。

香港國際影視展將舉辦 「電視世界」活動，超過
200家電視參展商參加，將進行300場試映會，並進行研
討，討論把電視劇、暢銷書及電子遊戲等搬上大銀幕的
可能性。活動將於3月18日至21日在會展中心舉行。

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董事田啟文稱，電影業已進入
數碼時代，為記念為電影服務良多的菲林，本次金像獎
會有 「向電影菲林致敬」的主題，金像獎特刊亦會以此
主題在本年4月初面世。金像獎頒獎典禮定於4月13日晚
7時30分舉行。

本次香港國際電影節將於3月17日至4月2日期間進
行，放映300部來自68個國家及地區的電影，包括8齣
柏林得獎電影及2齣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電影《向
政府說不》及《戰巫不勝》。今年電影節將重點推廣
瑞典及南美各國電影。電影節將設立多個本地名家講
座，當中的焦點影人是著名導演劉偉強，另有一位國
際重量級影人作嘉賓，暫不公布。今屆電影創出新猷
，過往市民只能在電影節的有限時段內觀看經典作品
，今屆則全年皆有不同節目如大師回顧及經典作品重
溫等供市民選擇。

業界促再出招應付奶粉荒

影視娛樂博覽下月舉行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六日電
】廣東是內地供港冰鮮雞大省，供港質
量備受港人關注。記者今天前往惠州輸
港冰鮮雞備案養殖場和加工廠，目擊冰
鮮雞供港過程。香港食品安全中心專家
從昨天起一連兩天在惠州視察供港冰鮮
雞備案養殖場和加工廠，大獲好評。參
與專家表示，養殖場的環境衛生良好，
飼料、藥物、防疫、飼養等記錄完善，
確保供港質量。

雞飼料是從哪裡購買、小雞打禽流
感疫苗從什麼時候開始？雞糞如何處理
？今天上午，4位港專家視察惠州順興
食品有限公司供港冰鮮雞的養殖場時向
獸醫拋出一個又一個問題。

飼料資質、藥物使用、疫苗來源，
雞苗來源，禽隻的進出，免疫防疫，港
專家都問得細緻，了解深入。在小雞舍
，港專家細心觀察和了解雞隻的來源、
免疫和生長等情況。有港專家表示，目
前，內地供港食品有很多經國家質檢總
局註冊備案的養殖場，每年赴內地抽樣
檢查養殖場約70個，確保供港食品質量
。廣東是內地供港食品的大省，去年赴
廣東視察近40個。

專家還說，此次視察冰鮮雞備案養
殖場和加工廠，從農場到餐桌的全過程
各個環節都要實地了解。如雞場的飼養
情況、家禽的健康狀況等，加工廠的加
工衛生安全和追溯體系，只有備案養殖
場雞隻檢驗檢疫合格後才到加工廠，加
工後再供港。

「建立溯源體系，每隻供港冰鮮雞

獨立包裝，並標有追溯信息，可追溯源
頭，包括來源的備案養殖場、欄舍都可
查找，確保冰鮮雞質量」。該公司總經
理唐九勝表示。

記者進入冰鮮雞加工廠，從頭到腳
都要 「全副武裝」， 「即使一條頭髮都
不能有，這是確保供港食品質量。」在
旁的獸醫叮囑記者要戴上帽子。

唐九勝說，為確保供港冰鮮雞質
量，從雞苗的源頭開始把關，每個環
節都不放過。凌晨三時開始裝車，冰
鮮雞上午九時前可抵港。目前，每年
供港冰鮮雞700萬隻，供應香港市場及
超市。

廣東檢驗檢疫局官員表示，對供港
冰鮮雞養殖場和加工廠均實行備案管理
。與供港活雞要求一致，申請備案的雞
場必須滿足嚴格的檢驗檢疫要求，並考
核合格後，經國家質檢總局備案後方可
獲得供港備案資格。同時，每年對備案
雞場進行年審，保證雞場持續符合備案
要求。未經備案或年審不合格的雞場，
活雞不得供加工後供港。養殖場和加工
廠建立免疫、防疫和質量控制體系，落
實自檢自控，建立溯源體系，全鏈條保
障質量安全。

該局與香港政府相關部門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機制，建立暢順的溝通平台，
實現了雙方交流的程序化、規範化、多
樣化，雙方還通過 「五地會議」、聯絡
員制度、互訪機制和技術交流機制等加
強互動和聯繫。香港食環署每季度派員
來粵與內地檢驗檢疫機構一同對供港冰

鮮雞加工廠及其配套養殖場進行視察，
對加工廠及養殖場的質量衛生體系、追
溯體系以及質量檔案等情況進行全面檢
查，以確保供港冰鮮雞符合安全衛生要
求。

廣東檢驗檢疫局官員表示，目前，
廣東局轄下的供港冰鮮雞加工廠有9個
，遍布惠州、東莞、廣州、河源、雲浮
等地，年供港冰鮮雞逾3000萬隻，至今
沒發生過食品安全問題。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六日電】廣東檢驗
檢疫局官員今天表示，廣東檢驗檢疫局高度重視供
港冰鮮雞檢驗檢疫工作，主要採取嚴控准入、加強
監管、強化風險、嚴把出口、嚴密溯源等五個環節
，務求對供港活雞進行全方位把關，確保供港冰鮮
雞的質量安全。

該局對備案雞場實行監督管理制度，從源頭嚴
把質量關，各分支局定期或不定期派員到雞場監管
，對雞場的環境衛生、飲用水、人員、雞苗、飼料
、藥物和疫苗使用等關鍵環節進行重點監管。雞苗
是供港冰鮮雞的源頭，雞苗把關極為重要。實行自
繁自養或引進的雞苗需來自非疫區並經隔離檢疫合
格後，方可轉入育雛舍飼養，最大限度降低外來疫
病風險。

冰鮮雞原料活雞運往加工廠供加工出口前，
需過3道嚴格的檢驗檢疫關：包括需經5天的隔離
檢疫；抽取雞血樣檢測禽流感抗體，抽取雞的喉
和拭子樣檢測禽流感病毒，診斷測試合格方予加
工冰鮮雞供港；查看雞隻的飼養和檢測記錄以及
車輛消毒記錄，核對欄舍號、數量，加強現場查
驗和臨床檢疫。

雞場需嚴格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使用藥物和疫苗
，嚴禁存放和使用違禁藥物，嚴格執行農業部的獸
藥停藥期規定。目前，該局轄區供港冰鮮雞備案養

殖場所使用藥物均已備案，日常監管中未發現備案供冰鮮雞
加工用養殖場存放和使用違禁藥物和媒體中報道的藥物。

每年對包括供港冰鮮雞養殖場在內的所有備案養殖場制
定監控計劃，進行藥物殘留和重大動物疫情疫病監控。嚴格
落實香港政府 「7+37」藥物管理制度，對供港冰鮮雞全面
實施安全風險監控，對禁用藥物給予重點監測，確保供港冰
鮮雞的質量安全。

每隻均可追溯源頭 飼料藥物完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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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余育奇報道：因應本港
建造業在未來數年將進入高峰期，政府有意
加大力度減少製造建築物廢料，將送往堆填
區的建築廢料壓低至平均每日3000多公噸以
下。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可探討提高建
築固體廢物徵費，也可考慮在政府工務工程
招標引入加分制，加強建築業減廢誘因。

環境局昨日就拆建物料管理事宜舉行持
份者參與會議，黃錦星與約50名來自建築業
界與回收業界的代表開會，商議如何減少建
築廢料。黃錦星在會後稱，自建築固體廢物
徵費在2006年實施至今，建築廢料量大減了
3分之2，但每天仍有3000多公噸建築廢料運
入堆填區，與廚餘廢物數量相若，佔堆填區
總廢物量4分之1。

他稱未來幾年將是建造業的高峰期，預
料建築廢料將會大增，當局希望與建築業界
商討減廢方案。他稱業界昨日在會上有兩項
初步意見。第一：業界指出在建築項目的環
保成效上，政府工程往往比私營工程做得更
好，建議雙方共同找出工程的分歧點，從而
加強私營工程的環保效益；第二：業界認為
在建築減廢上，政府擔當相當重要的角色，
建議政府加大建築減廢的誘因，可增強各界
在建築工程上的減廢動力。

他稱對在政府工程招標時加入加分制度
，即是工程項目設計若有減廢措施，有助提
高減廢百分比，就會加分，越高分數中標機
會越大，從而鼓勵投標者構思環保設計，建
造業界表示歡迎，政府亦會考慮。

他又稱，建築固體廢物徵費金額自實施
以來，沒有大變動，加上香港徵收的金額比
其他城市較低，認為調節收費值得討論，但
是次會議中並無談及。

被問及對兩電加價的意見時，黃錦星指電費調整需
要兩電及政府雙方皆同意才可實行，他說現是規管電力
公司相關的年度，市民可掌握機會發表意見，例如中期
檢討及能源組合討論，他說政府保持開放態度，聽取社
會主流意見，並向兩電爭取。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二十六日電】香港限制攜帶
奶粉出境的新例將於3月1日生效。香港保安局局長黎棟
國今天在廣州表示，由於陸路口岸檢查更加嚴密，近日
有 「水貨客」轉為利用口岸汽車通道走私奶粉，海關已
加強檢查汽車通道。而廣東省海防與打擊走私辦公室人
士透露，粵港會就不法分子不斷翻新的走私招式加強針
對性地聯合嚴打。

黎棟國一行昨起前往廣州及深圳展開為期兩天的春
節拜會行程，期間與廣東省公安廳和深圳市公安局官員
會面。代表團成員包括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入境事務處
副處長鍾林慧和保安局副秘書長黃少珠。

對於近期海關陸續發現有 「水貨客」利用汽車通道
走私奶粉，黎棟國表示，香港海關已加強在各口岸汽車
通道的檢查， 「我們預計，當走私 『水貨客』在陸路口
岸發覺到檢查更加嚴密時，就會通過汽車通道走私到大
陸。因此在汽車通道，增加了檢查。」

連日來，深圳海關在羅湖口岸截查近千名水貨客，
並檢獲大批奶粉及電子產品。對此，黎棟國提醒香港市
民，內地海關有法例規限攜帶物品入境，水貨在香港這
一邊，基本上並不違反香港的法律。但如有水貨客帶物
品超過了內地海關相關的規定，就構成違法行為。至於
香港限制攜帶奶粉出境的新例將於3月1日起生效，他強
調會繼續與廣東省相關部門溝通，並密切注視水貨客在
限帶奶粉出境新例執行後的情況。

廣東省海防與打擊走私辦公室人士對本報記者透露
，包括奶粉、電子產品等敏感商品除了陸路口岸通過 「
螞蟻搬家」等水客方式走私之外，也有通過粵港兩地牌
車輛私藏夾帶、兩地間水域水路走私，乃至輾轉越南從
廣西中轉到廣東等其他走私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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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棟國：水貨改用車走私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長實分拆出
售雍澄軒酒店房間事件。陳茂波帶同11個官員參與會
議，解釋政府的政策及聽取議員的關注。陳茂波表示
，分拆形式出售在本港屬於新鮮的做法，涉及文件和

法律責任複雜性很高，呼籲市民在考慮購買時要小心
，需了解自己的權利及責任，如果違反地契或建築物
條例，地政總署及屋宇署會執法及提出檢控。

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關注雍澄軒的單位銷售有

否涉及誤導，促請政府為酒店訂立更清晰及有約束力
的規範。工聯會議員麥美娟稱，政府在應對酒店分拆
事件上後知後覺，她指葵青區議會早年已就區內酒店
分拆事件提出關注，但當局無跟進。民建聯議員陳恒
鑌關注，若雍澄軒的旅館牌照在2018年屆滿後不獲續
牌，小業主得不到保障。

議員促為酒店訂清晰規範
陳茂波表示，就分拆雍澄軒酒店房間，地產代理

監管局暫時未收到買家指被誤導的投訴個案，相關部
門則會密切關注和加強巡查，會確保出售後的雍澄軒
，繼續遵守地契列明的用途。由於在2003年7月前批
出的地契未禁止分拆，當局正點算目前可以分拆出售
的酒店單位數目，以評估影響。至於是否為酒店引入
新規範，仍需研究，目前言之尚早。

地政總署署長甯漢豪表示，當局關注有買家表示
購買房間後會給予家人自住，當局目前要了解發展商
拆售的意圖及計劃，正研究地契、售樓書等文件，調
查是否涉及更改土地用途或誤導，日後亦會抽查房間
的用途。她強調，拆售酒店不是 「無王管」，當局會
密切注意 「走精面」改變酒店用途的行為，而一旦有
分拆的酒店房間改作住宅用途，將不符合當初批地條
款規定的最低旅館樓面面積，當局有權收回物業。

日後將抽查房間用途
另外，會議亦有討論現時的文物保育進度，議員

關注施政報告提及的文物保育政策檢討。陳茂波表示
，施政報告主要提及涉及私人擁有的歷史建築物保育
，而檢討的範圍可以更廣泛，故已邀請古物諮詢委員
會參與檢討，可以探討更多的文物保育政策，制定文
物保育的優先次序，甚至古諮會的角色亦可納入檢討
範圍。

長實分拆出售雍澄軒酒店房間事件引起社會關注，地政總署正就拆售事件研究包括
售樓書等文件，調查銷售過程有否涉及誤導成份，強調自住或 「走精面」 作住宅用途一
定違反酒店用途，政府一定採取執法行動，不排除收回物業。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
政府暫未收到雍澄軒買家的投訴，相關部門會密切關注和加強巡查，確保出售後的雍澄
軒繼續遵守地契列明的用途。 本報記者 曾敏捷

▲發展局局長陳茂
波稱未收到買家投
訴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地政總署將會調
查雍澄軒銷售是否
涉及誤導

資料圖片

▲藥劑師鄭綺雯（中）及張建民（右）表示，計
劃生育或哺乳前應先詢問醫生及藥劑師的建議

本報記者李兆德攝

◀獸醫展示雞隻打疫苗的記錄
本報記者袁秀賢攝

◀檢疫人員
在雞場內檢
查活雞的健
康情況

本報記者
袁秀賢

▼供港冰鮮雞在輸出前由檢疫人
員進行檢查 本報記者袁秀賢攝

▲第九屆香港影視娛樂博覽將於3月18日舉行，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前排中）與主禮嘉賓
主持記者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