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限攜奶粉令」 3月1日實施後，昨續
有4名內地人攜帶超額奶粉被法庭罰款。當
中3人是新例實行當天被捕，認罪後被還押
4天，昨分別被罰款1,000至2,500元。3人
均表示奶粉是自用，批評新例 「一刀切」
不合理，其中1名帶3罐奶粉出境的被告怒
指新例 「太麻煩」 ，認為內地給香港很多
資源，但他卻不能多帶一罐奶粉，揚言不
會再來港買奶粉。

本報記者 張媞

3內地客斥新例不公平
違法帶奶粉 還押四天再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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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資料
【本報訊】3名內地

人分別超額多帶1至4罐奶
粉，結果前後被羈留了4
天並罰款，據大律師解釋

，由於被告是外地人，執法機構為免其棄保潛逃，通
常不准保釋，將之羈留1天等候提堂，至於3人認罪後
再被羈留等候判決，則可能涉及有關方面需確認其身
份。

大律師陸偉雄表示，限攜奶粉令屬刑事法例，被
捕者遭落案後會按其罪行的嚴重性，決定是否容許保
釋候審，不過如被告是外地人士，基於擔心其棄保潛
逃，一般會將之羈留，待提堂後由法官決定是否容許
保釋。

至於林尤祝等3名被告在上周6已在庭上認罪，但
法官仍將他們還押等候判刑，陸推測稱，香港法律嚴
謹，根據經驗，涉案3人無獲當庭裁決，或因香港執
法機構需時確認其身份。他解釋，中國大陸持雙程證
來港人士儘管持有證件，香港執法機構依然須向有關
部門核實其身份，這個過程需要時間。陸續說，本案
提堂恰逢星期六，翌日即是周日休息，所以需時或較
平日久。

外地人還押確認身份

【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南
丫島撞海難聆訊昨日重召已作供海事
處人員，揭示當日驗船時未依從新例
，即使船隻無配備與載客量相同的救
生衣，即不足一人一件，只要符合舊
例要求也可通過驗船。另外，英國海
事專家提出改善建議，包括本港應引
入高速船隻的評級制度、船長須定期
接受雷達模擬訓練等。

再次出庭作供的海事處驗船督察
劉穎達表示，他在2009年接受內部驗
船訓練時，知道驗船新例要求所有船
隻須備有供應乘客一人一件的救生衣
。不過他上司口頭稱，因為小輪公司
對新例的回覆，有關小輪公司在驗船
時，只要符合舊例要求便合格。

曾在2012年檢驗 「南丫4號」的高

級驗船督察黃鑑清亦再出庭。委員會
代表律師指出，黃在首次作供時，無
提及 「南丫4號」即使驗船合格，也未
必符合新例。黃鑑清表示，在2011年
從勞工處調到海事處時已知新例存在
，翌年檢驗 「南丫4號」已經跟從新例
。他補充說，當日新舊例同時執行，
按照部分政策，符合舊例的船隻可獲
繼續發牌，但處方會鼓勵他們及早跟
隨新例。

英 國 海 事 專 家 Nigel Robert
Pryke開始作供。他建議本港需引入高
速船隻評級制度。為提升船長應變能
力，須每3個月接受一次高速雷達模擬
課程。更提議船公司必須定期向船長
安排視力測試和健康檢查，並考慮為
船員安排休息和用膳時間。

【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花
園街大火死因研訊昨日繼續，多名在
火場參與搜救的消防員分別作供。他
們指出，當日見有人在唐樓內揮手求
救，但唐樓火勢猛烈，閣樓更是火海
一片無法進入，而他們發現的屍體大部
分嚴重燒焦，身體扭曲且僵硬。

油麻地消防員劉思樂供稱，他在
凌晨4時50分抵達現場，經過起火唐樓
後巷時，向上望發現多人被困火場，
有人揮手求救，有人用電筒向地面照
射，希望吸引救援人員。他跟隨消防
隊目王鎮強登上火場天台開通救人通
道，沿途發現7具屍體。之後，他與隊
員前往下層搜救，在近天台梯間救出
一名被嚴重熏黑、在地上爬行的女子
，之後在8樓救出有另一名伏在地下的

男子。期間他聽到有人呼救和拍打鐵
閘聲音，於8樓一個單位內憑電話燈光
，救出多一名男子。劉思樂形容，當
日火場濃煙太大，他將被困居民帶到
天台，自己也筋疲力盡。

消防員謝炯忠表示，現場火勢猛
烈，大廈正門入口陷入一片火海，正
門入口溫度極高，他需要在同僚射水
掩護下，才能進入高溫的大廈救人。
在搜救期間，有電線及電箱因猛烈焚
燒爆炸，他在梯間發現8具屍體，大部
分嚴重燒焦，身體已經僵硬扭曲。

另一名消防員陳國傑表示，他到
場時見雙數號的街道火勢猛烈，附近
竹棚亦起火，即時開喉灌救，防止火
勢蔓延。在灌救3小時後，花園街192
號地舖仍然有布料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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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受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影響廣東沿岸，天
文台昨日下午1時錄得的相對濕度為23%，是自1961年以來
的52年裡3月份第3低紀錄。香港的2及3月份一般會多雲、潮
濕、有霧，去年的3月5日相對濕度為94%，去年及2011年3
月的平均相對濕度亦高達70%至80%。天文台預測，本港今
天繼續天晴及非常乾燥，最高氣溫約攝氏22度，吹和緩東風
，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氣溫逐步回升。

【本報訊】記者余育奇報道：港安醫院斥資7,000萬元
增設新型電療裝置，可同時治療多個不同位置的腫瘤，減少
多發性腫瘤病人的治療時間及醫療費用，且能與原有的數碼
導航刀配合使用，可減少正常組織所受的輻射劑量約20%，
將集中用以治療鼻咽癌、頭頸部癌症及肺癌。

香港港安醫院於去年9月投資7,000多萬增設高速螺旋放
射治療系統。新系統內置影像導航，每次治療前都會為病人
掃描，以對應計劃治療時的影像，大大減低照射位置的誤差。

傳統系統只可進行約11個不同角度的照射，照射範圍約
40厘米乘40厘米，若超出範圍須分拆進行多次照射。新系統
則可進行360度照射，面積可達140厘米乘40厘米。多角度照
射可分散輻射光線對附近正常組織的負擔，更大的治療範圍
讓新系統可以在一次治療當中照射多個不同位置的腫瘤，大
大縮短治療時間，甚至可能因此減低治療費用，多發性腫瘤
病人尤為受惠。

香港港安腫瘤中心醫務主管羅振基表示，原有的數碼導
航刀從立體角度照射腫瘤，並會跟蹤病人在接受照射時的小
動作，精確度高，主要用以治療位置刁鑽及細小的腫瘤。他
說，新系統可配合導航刀成 「組合治療」，把電療精確度提
高並減少副作用，特別適合治療不宜對附近組織增加負擔的
病症，如鼻咽癌、復發性頭頸部癌及肺癌等，港安醫院計劃
針對上述病症使用組合治療。

羅醫生表示，已有1名鼻咽癌病人接受組合治療，附近
腮腺所受到的輻射劑量較傳統療法少約20%，病人口乾情況
亦較傳統療法的病例良好。

反常春天 昨濕度23%

港安新電療系統滅癌更快

該3名 「坐監」4天再被罰款的內地人分別是林尤
祝（46歲）、陳欽龍（49歲）和鍾海雯（28歲）。3
人同被控於3月1日在無出口許可下企圖輸出禁運物品
，他們於3月2日提堂時認罪，被還押至昨天在沙田法
院判刑。

被告：不會再來港買奶粉
當中林尤祝是中海油碼頭管理人員，年薪14萬元

人民幣，因攜帶3罐奶粉出境被拘留。他在庭上求情
稱，妻子是高齡產婦，嬰兒出生不足1個月，他早前
去澳門公幹後途經香港，順道買奶粉，並不知道香港
實施新例，他表示願意守法，希望不要判坐監，以免
失去工作。法庭最後對其判罰1,000元。林尤祝離開
法庭時稱，裁判官判罰合理，但認為新例影響大， 「
要以事實為根據嘛，應調查是不是真正走私，還是家
用，才公平合理，我自己買一瓶用。」他揚言不會再
來香港買奶粉， 「國內給了香港那麼多資源，但在香
港買多一瓶奶粉都不行，日後也不會到港買奶粉。」

另1名來自汕頭的被告陳欽龍，是化工廠工人，
攜帶6罐奶粉出境。他聲稱八旬父母於港居住，在內
地有3名孫兒及2個將於下月分娩的媳婦，他每幾個月
才到港買一次奶粉，並不知道香港實施新規例。裁判
官判其罰款2,500元。陳的父母、胞妹和妹夫都有到
庭聽審，其妹妹表示新例目的是 「趕絕水貨客」，但

沒有緩衝期，實施得太倉促，很多人都不知道新規定
。陳於庭外表示， 「香港這樣發展是不行的，自己生
產自己吃。」不過他同時表示： 「孫兒要吃，我就要
來買！」

任物流副經理的被告人鍾海雯，求情時指自己買
了4罐奶粉予1歲多的乾兒子，多帶奶粉全為無心之失
， 「請大家原諒」，她被罰款1,000元。

修例實施首日被拘
海關發言人指出，海關在政府推行新措施首日，

於羅湖口岸截獲企圖攜帶3至6罐奶粉出境的3名內地
居民，即日拘留待審。3人由上周六被法庭拘留四日
後，於昨日繳交罰款後離開法庭。

裁判官在判刑前曾向各被告查問每月收入，同時
向控方索閱檢獲奶粉的資料，證實全部都是給初生嬰
兒，或1至3歲小童食用，遂判罰如上。3被告隨即繳
交罰款後離開法庭。

另外，居於深圳的內地婦人林少芬（39歲），昨
在屯門裁判法院承認一項相同控罪，被判罰款1,000
元。案情指出，林在本月4日在深圳灣管制站企圖攜
帶4罐共值1,120元的奶粉出境，但被海關截獲。

自新例實施以來，共有6人被控相關罪名，全被
判罰款由500至5,000元不等。而新法例的最高刑罰可
達監禁2年及罰款50萬元。

【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 「限攜奶粉令」措施
引起外界激烈討論，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與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高永文均稱，此舉只為保障香港媽媽買到足夠
奶粉，是 「迫不得已」。

香港 「限攜奶粉令」出境的措施已執行5日，據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提供的數字，目前一共87人被拘，
其中49名本港居民，36名內地居民，以及2名持外國
護照者，其中5人已被起訴及罰款。

黎棟國昨日出席活動時表示，奶粉限制出境的措
施主要是因為，過年前香港奶粉供應鏈出現了問題，
使香港媽媽無法適時買到奶粉。之前政府雖然用了很
多方法，但情況依然沒有改善。現在是迫不得已才採
取這樣的措施，希望內地民眾及各界人士能夠理解措
施背後的目的，以及本港所面對的困難。他又指，新
例一視同仁，無分本港或外來人士。

當被問到限制奶粉措施引起諸多社會反響，是否

因考慮不周之時，黎棟國予以否認， 「不覺得我們是
考慮不周。香港媽媽的確有需要買嬰幼奶粉，我們的
主要目的是使供應鏈恢復正常。」

高永文昨日亦稱，政府限制帶奶粉出境措施是 「
無選擇」和 「不得已」之舉。他指，水貨活動本身不
犯法，而自由行也對本港經濟有幫助，但奶粉短缺的
情況越演越烈，由鄰近邊境的北區、元朗等地擴散至
大埔、沙田、九龍甚至是港島區， 「不得已」下只好
採取較嚴厲的執法措施。

高續說，實施限帶奶粉措施後，政府的奶粉求助
熱線農曆新年後下跌至120多宗，自限制奶粉出境措
施實行至今僅有10多宗，現時會密切注視各方面情況
，包括零售層面是否有短缺、訂購奶粉熱線，以及水
貨客活動等，再決定下一階段，是否會考慮停止訂購
奶粉熱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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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無人中
二獎：4.5注中，每注派550,410元
三獎：101注中，每注派65,390元
多寶獎金：37,352,367元

【本報訊】記者李兆德報道：復活節假期快將來
臨，市民請假3日即可自製長達10天的假期。永安旅
行社預計，假期整體客量會較去年同期增長10%，團
費平均加價少於5%，加幅較大的熱門旅遊地包括日
本、泰國及韓國，平均加5至8%。新華旅遊表示，復
活節旅遊熱點以東南亞為主，報團人數與去年相若，
但受到機票價格上升，團費平均較去年升約10%。

永安旅遊票務部高級經理盧汝就表示，復活節檔
期短線的旅行團費平均較去年同期增加5%，其中較
受歡迎的國家如日本、泰國及韓國等地方升幅更達

8%。至目前為止，復活節熱門的旅遊日子、即3月27
至29日的短線團報團率已達70%，次熱門的旅遊日子
、即29及30日的報團率亦達50%，預計整體客量會較
去年同期增長10%。

永安旅遊助理總經理（亞洲及長線）馬世文表示
，近來日圓兌率持續低水，月底復活節日本團熱爆，
團費按年升約5%，其中最熱門的旅遊線路包括北海
道、關西、東京等，團費由8,000至1.3萬元不等。另
外，近年港人到韓國旅遊持續上升，自由行的更有
50%升幅，其中首爾是港人熱門旅遊地點，團費最貴

可達8,000元起，按年升5%。
新華旅遊營運部助理總經理蘇子揚表示，復活節

旺季最受香港人歡迎是韓日台和東南亞地區，其中台
灣最多市民報名，以4天團為例，每團團費平均
由2,500至3,500元，至今成團率已近80%。其次為星
馬地區，平均團費由5,500至6,500元，由於機位緊張
，所以會出現常滿的情況。日本及韓國的春日追櫻花
旅行團也受市民歡迎，以日本本州為例，團費約
8,000至9,000元左右；韓國則介乎4,500至5,500元，成
團率均約70至80%。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五日電】香港工會聯合會廣州工
聯諮詢服務中心近日協助一名在港遭遇車禍的港婦爭取得合
理賠償。事件中的婦人遇事時懷有5個月身孕，卻在廣州街
頭被的士撞倒致腦部受傷，經搶救後無生命危險，在工聯諮
詢服務中心斡旋下，婦人回港待產，之後再回穗收取賠償。

中心執行幹事周鳴今天向記者介紹，去年10月中心接訪
了一位憔悴的男子，稍作情緒安撫後細問下才得知。這位男
子姓袁，其太太為港人，日前懷5月的身孕在廣州街頭被
的士撞倒導致腦部受傷昏迷，送醫院搶救後無生命危險。不
過，由於太太在廣州無親屬，返港就醫又因袁先生非港人難
以逗留照顧。兩難之下，加之港人在內地醫療費用昂貴，袁
先生身心俱疲，彷徨無助，於是向廣州工聯諮詢服務中心求
助。

周鳴表示，廣州中心得悉情況後，建議袁先生將太太送
返香港治療，逗留問題可以通過申請雙程證解決。在事故索
賠方面，廣州中心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由於事故已出具
責任認定書，肇事的士公司也承諾承擔責任，建議在醫療過
程中保留有效單據作為日後索償的依據，並對賠償細節的法
律問題給予具體指引。

港孕婦穗遇車禍
工聯中心助索償

限帶奶粉兩局長稱迫不得已

▼鍾海雯（中）求情時說： 「買4罐奶粉予1歲多
的乾兒子，多帶奶粉為無心之失。」

◀林尤祝離開法庭時說： 「國內給了香港那麼多
資源，但在香港買多一瓶奶粉都不行。」

▼陳欽龍（左）不滿新措施： 「孫兒要吃，我就
要來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