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款仿瓷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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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委抽查39款 放微波爐「叮」熱釋毒損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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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民偉妻王蓓芬 准動用聯名戶千萬蔣麗莉囚3年半
姊研是否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佩琪) 塑化劑風波未
了，引起港人對食物
添加劑的關注。過去3
年 ， 食 環 署 接 獲 約
1,200宗食品或飲料含
添加劑的投訴，包括
食物含有不准使用的
染色料、甜味劑或防
腐劑等，經調查後，
當中52宗投訴屬實，共
提出6宗檢控，發出46
封警告信。食安中心
將把塑化劑納入本港
恆常食物監察計劃，
監察在製造過程中或
會使用「起雲劑」的
預先包裝食物。

工業界議員林大輝
昨於立法會會議中，
詢問當局會否研究市
民血液中塑化劑含量
的研究，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周一嶽以書面
回覆指，現時國際並
無 統 一 的 方 法 及 標
準，以檢測人體的塑
化劑含量，世衛也沒
有建議進行大型地區
性研究檢測人體塑化
劑的含量，現時只有
個別研究使用血液樣
本檢測人體含量。根
據科學文獻，美國、
德國等地區，大部分

人的血液或尿液樣本都曾測量出塑
化劑。港府會繼續監察本地及各國
的相關研究報告，作出跟進。

台食品飲料 非港主要來源地
周一嶽說，去年，台灣是香港第4

大貿易夥伴，貿易總額達2,934億
元，其中進口貨值約2,248億港元。
從台灣進口的果汁飲料、果醬果
漿、茶類飲料、各種食品及配製食
品等約值4.5億元，只佔香港從台灣
總進口貨值的0.2%，今次事件可能
涉及的食品及飲料種類繁多，現階
段未能確切估計事件對港台貿易的
影響。惟由於台灣並非本港食品及
飲料主要來源地，相信事件對港台
貿易的影響有限。

消委會抽查的39款仿瓷餐具，包括飯碗或
湯碗、餐碟及筷子，除甲醛及三聚氰

胺，亦有4款驗出過量有機物質，及6款蒸發
殘渣超標，部分屬同一樣本，整體共有9款產
品未能符合內地的衛生標準，但是次測試未
有化驗塑化劑含量。

甲醛測試中，2款飯碗或湯碗及1款筷子樣
本甲醛含量超標，消委會稱香港跟隨內地標
準，上限不能多於2.5mg/dm2，3個超標樣本
含量由4.2至10.6mg/dm2，當中超標最嚴重的
仿瓷筷子甲醛含量超標3.2倍。消委會宣傳及
社區關係小組主席何沛謙表示，在天然環境
下，蔬菜、肉類等食物均可能存有甲醛，若
飲食中攝入少量，對身體沒急性影響，但大
量攝取則有可能導致嚴重腹痛、嘔吐、昏迷
或腎臟受損等。

1款湯碗三聚氰胺超標
消委會測試又發現，1款湯碗的三聚氰胺含

量達0.22 mg/dm2，稍高於內地標準規定的0.2
mg/dm2上限。三聚氰胺在動物研究中證實如
高劑量攝取可引致膀胱和腎臟結石，2008年
內地爆發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當時不少嬰
兒都因進食受三聚氰胺污染的奶粉而引致體

內結石，按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三聚氰胺每
日可容忍攝入量為每公斤體重0.2毫克，以體
重60公斤成年人計算，每日可容忍攝入量為
12毫克。

仿瓷餐具勿裝熱油食物
何沛謙提醒市民，仿瓷餐具雖美觀耐用，但

應慎選，而甲醛和三聚氰胺都屬仿瓷餐具常用
製造原料，如製造不善可能導致餐具釋出有害
物質。因應不少食肆改用仿瓷餐具盛載食物，
市民在家居使用亦甚為普遍，何沛謙重申市民
及食肆使用時應按照產品說明和指示使用，餐
具表面如有破裂或破損應停用，最重要是不應
使用仿瓷餐具加熱或烹煮食物，也不應將仿瓷
餐具放進微波爐、傳統焗爐使用，並避免以仿
瓷餐具盛載熱油或強酸食物。

測試中有餐具未符內地衛生標準，或違反
《消費品安全條例》，海關跟進調查後指早前
在市面購買有問題的相關仿瓷餐具，之後有4
個樣本通過安全測試，1個樣本未有結果，另
有4個樣本市面已沒供應。城大生物及化學系
副教授林漢華建議市民，購買仿瓷餐具後應
用清潔劑和清水沖洗，如發現餐具失去光
澤，應更換新餐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注塑
機大王」蔣震的四女兒、香港總商會
首位女主席蔣麗莉，串同2名公司高
層利用員工暗持認股權再出售圖利，
及在招股書中作出虛假陳述一案，昨
主審法官黃崇厚斥蔣為了個人私利，
危害公司股東利益，漠視香港成為國
際金融中心的美譽，嚴重損害投資者
及公眾利益，判其即時入獄3年半，
同案另2名前高層則分囚2年及19個
月。

3名被告分別為蔣麗莉（50歲）入獄
3年半、胡思聖（46歲）入獄2年，及
包國平（55歲）入獄19個月。法官昨
沒有就控方根據「公司條例」而下令
禁止各被告擔任董事職位。

夫：期待團聚的一天
蔣麗莉昨戴口罩上庭，即向姊妹及

丈夫微笑，丈夫於積理即報以「飛
吻」，胞姊蔣麗芸及蔣麗萍則向她揮
手打招呼，法官花2小時宣判刑期理
由，蔣麗莉當聞判入獄42個月亦沒有
太大反應，似乎已是意料中事。蔣麗
莉丈夫於積理在庭外表示，期待家庭
團聚的一天，但未明言會否帶子女探
監；胞姊麗芸則透露沒打算將判刑結
果告知父親蔣震，現階段會與律師商
議後再決定是否上訴。

法官黃崇厚形容蔣麗莉等3名被告
原在社會擁有地位及聲譽，今次定罪
令3人名譽掃地，尤其蔣來自名望家
族，事業有成，為香港商界女強人，
曾獲選十大傑青，多年來積極參與教
育事務，更成立獎學金，激勵年輕人
發展潛能。辯方更呈上46封來自太平
紳士、大學校長、慈善機構及醫院管

理層、商界企業行政人員、政客、專
業人士及其家人等的求情信，一致讚
揚蔣誠實可靠，熱心公益，協助弱勢
社群。

黃官強調，雖然蔣麗莉對社會作出
很大貢獻，但基於本案罪行性質極之
嚴重，蔣為整個詐騙計劃的始作俑者
及主謀。

黃官又指香港經過數十年努力，才
能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今天的成
就有賴公平公正及守法的營商環境，
社會必須竭盡所能以維持競爭的優
勢，而證監會及聯交所亦依靠上市公
司提供真確資料，以確保市場不受影
響。但蔣麗莉的不誠實行為，不但影
響經濟利益，更動搖投資者信心，對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構成負面影響。所
以社會服務令或緩刑絕不合適，唯一
恰當的刑罰是即時判監。

公職貢獻 量刑3成折扣
黃官認為蔣麗莉面對3項罪名的量

刑起點應是入獄3年半、3年及1年，考
慮蔣多年來擔任公職，為慈善及教育
作出莫大貢獻，乃給予1成半折扣，
另本案於2007年廉署將蔣拘捕，延至
去年才正式開審，被告等人受到長期
的精神困擾，乃再給予1成的減刑折
扣，再加上蔣育有4名2歲至11歲子
女，法庭決定再容許半成折扣，即共
給予蔣3成折扣，部分刑期分期執
行，即共囚3年半。

至於同案另2名前公司高層雖然沒
有分毫金錢收益，只是依從蔣行事，
但在案中擔演關鍵角色，減除2人初
犯，過往品格良好等因素，亦需判處
即時入獄2年及19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謝雅寶）「閨房之樂」
有助伴侶維繫感情關係，但「不舉」卻令不少
男性有苦自知。有調查發現，受訪港男及港女
眼中最理想的性生活分別是每周1.9次及1.6次，
近80%受訪男士對患上陽痿感困擾；57.9%受訪
女士不支持伴侶用藥治療。精神科專科醫生簡
重盛指出，勃起功能障礙，可由心理因素引
起，如自卑、壓力等，部分人諱疾忌醫，過量
服用坊間的藥物，身心受困下患上思覺失調。

80%中老年漢對陽痿感困擾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於4月23日至上月10

日進行「香港中老年伴侶的性行為心態和習慣」
調查，在街頭訪問946位市民，年齡介乎36至
80歲。結果發現，受訪男士認為每周最理想的
性行為次數為1.9次，女士則是1.6次，年紀越
大，次數越少；大部分人沒有特定行房時間，

30%喜歡在周末晚上進行。至於拒絕性事的藉
口，50%人以身體不適或疲累為由，15%人推
說沒心情，20%受訪女性以月經為由拒絕。近
80%受訪男士對患上陽痿感困擾；57.9%受訪
女士不支持伴侶用藥治療。

服過量荷蒙藥患思覺失調
簡重盛表示，部分陽痿患者是由心理因素造

成，如自卑、抑鬱、壓力等。她舉例，曾有患
者因夫妻關係不和諧，到深圳購買男性荷爾蒙
藥物，由於服食過量出現不良反應，在身心受
困下，患上思覺失調，亦有男士因腰傷失去性
能力而失去自信，影響夫妻關係。簡重盛指
出，普遍女性對陽痿不能理解，誤以為服藥令
伴侶變得不忠。

香港中文大學外科學系教授及泌尿科專科醫
生吳志輝解釋，陽痿與生理因素有關，如高血

壓、糖尿病、心臟病等，陽痿極有可能是心血
管疾病的先兆。若男士持續3個月「不舉」，應
及早求醫，有助及早發現心血管疾病。他強
調，藥物治療不會提升患者的性慾，只會增強
性功能，因此女性毋須過度憂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47歲女
保安去年因錢財爭執扼斃母親，法庭未
能得知被告有2項暴力案底，法官包鍾
倩薇指陪審團及自己都被瞞騙，判刑時
斥責控方沒有做到最基本的要求，對控
方感到失望，包官認為被告或在陪審團
被誤導下逃脫謀殺罪名，建議有關部門
檢討，避免事件重演。被告因在嚴重疏
忽的情況下誤將母親殺死，遂只酌情扣
減刑期，判處6年監禁。

研被告發假誓作出檢控
於審訊中一直營造「好媽媽」形象

的被告王文婷(47歲)，審訊一周後始被
揭發曾有2宗犯罪記錄，包括涉及虐
兒。包官表示在引導陪審團時指被告
有良好品格，在觀察陪審團得悉被告

有案底後露出的神情，顯然自己和陪
審團都受騙，她建議律政司日後研究
是否就被告隱瞞案底而發假誓作出檢
控。有關部門應考慮重新制定向法庭
提供被告刑事案底的程序，防止同類
案件發生。

包官更於判刑中指出，控方外判大律
師劉榮照有足夠時間得知被告是否有案
底之人，可惜他沒有查問，警方也沒有
提醒，及至審訊時被告辯稱從未跟警方
惹上麻煩，還表示只會啞忍長子的虐
待，控方當時應該醒覺，加上被告的刑
事記錄早於本年4月底已預備好，認為
控方要取得有關資料並不困難，斥責控
方連最基本的步驟也沒有做好，對他們
感到失望。被告或在陪審團被誤導下逃
脫謀殺罪名。

少量假信用卡疑流出市面女保安弒母囚6年 官斥控方漏案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警方新界南總區重案組探

員，前日在油麻地砵蘭街拘捕2名本地男子，檢獲72張偽
造信用卡和2,100張半製成品，及製造假卡工具，警方相
信只有少量假卡流出市面，現正加緊通緝在逃者。

被捕2人分別姓楊（22歲）和姓林（42歲），相信有黑
社會背景，將會被落案控以管有用作製造虛假文書的設
備、管有虛假文書罪名，一經定罪最高刑罰為監禁14
年。

警方新界南刑事總部警司高順志表示，警方發現不法
分子使用假卡購物及提款，遂深入調查3個月後，終鎖定
目標人物，前日突擊搜查油麻地砵蘭街一幢舊樓套房，
搗破一個假信用卡製造工場，拘捕2名疑犯及檢獲72張假
卡、2,100張半製成品假卡、3部手提電腦、5部讀卡機、
一部壓字機、一部打印機及一批印燙色紙。

高順志提醒市民使用信用卡購物時，確保取回自己的
卡，如申請新卡則必須在收到新卡才確認。警方正跟進
假卡的資料來源，暫未接獲卡主被盜用資料的投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信興集團創辦
人「電器大王」蒙民偉的遺產分配問題引發訴
訟，第2任妻子王蓓芬與蒙民偉持有聯名戶
口，內裡存款達數億日圓，相信超過千萬港
元。東京三菱UFJ銀行昨與王蓓芬達成協議，
聯名戶口的存款歸仍然在世的王所有，但蒙民
偉遺產執行人表示會保留日後追討的權利。

東京三菱UFJ銀行上月底入稟高院尋求指
引，披露蒙民偉與王蓓芬於銀行有聯名戶口，
但不知存款應何去何從，要求法庭定奪。案件
昨於聆案官席前聆訊，惟銀行與王蓓芬於開庭
前已達成協議，雖然蒙民偉過世，但戶口依舊

繼續運作，尚存者王蓓芬仍可提款。聆案官昨
頒令銀行可由戶口中支取9萬元訟費，結餘將
於7日內交予王蓓芬。代表王蓓芬的大律師殷
志明於庭外透露，涉案戶口存款約數億日圓。

遺產執行人保留追討權利
獲蒙民偉於2007年遺囑列作遺產執行人的東

亞銀行主席李國寶及蔡奮強，昨亦有派律師代
表出席。遺產執行人早前入稟高院，指出王蓓
芬認為她可以成為涉案戶口的唯一受益人，希
望法庭裁決戶口的資產是否屬於遺產一部分，
該案尚未排期聆訊。遺產執行人的代表昨指

出，若日後發現戶口內部分是遺產，將視乎事
態發展應對，不排除會另行興訟追討屬於遺產
的戶口存款。

蒙民偉去年7月21日去世後，前妻楊雪姬於
去年10月偕2女3子入稟，要求英屬處女島註冊
公司Equity Trustee Limited及信興大股東Huge
Surplus Limited交出信託資產，涉及的信興股份
和價值仍是未知之數。另一方面，遺產執行人
亦於今年4月入稟向法庭索取指引，要求法庭
就楊雪姬興訟、王蓓芬聲稱有權獨享東京三菱
UFJ銀行及敬威證券有限公司聯名戶口資產的
事宜作出頒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郝君兒)台灣塑化劑風波令港人關心膠製品釋出的化學

物質，消委會化驗揭示仿瓷餐具亦會釋出有害物質，或危及健康。消委會抽

查市面39款仿瓷餐具，9款不符標準，當中3個樣本甲醛超標，最多超標3.2

倍，另有1個餐具樣本釋出的三聚氰胺含量超標，該會指仿瓷餐具正常使用無

礙健康，但長期處於高溫狀態可能釋出有害物質，令腎臟功能受損，提醒市

民與食肆不要貪方便直接放進微波爐加熱，亦應避免盛載高溫或強酸食物。

男士持續「不舉」 或患心血管先兆

▲市民及食肆常用
的仿瓷餐具，處理
不當或釋出有害物
質。圖為何沛謙介
紹相關餐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政祁 攝

餐具表面如有破
裂或破損應停用。

香港文匯報
記者潘政祁 攝

▲

■城大專院梁展慶(左)、精神科醫生簡重盛
(中)及中大外科學系教授及泌尿科醫生吳志輝
(右)指，伴侶應坦誠相對，不要因疾病或羞恥
而忽視伴侶雙方的正常生理需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謝雅寶 攝

■於積理表示期待家庭團聚的一天。 ■蔣麗莉詐騙罪成判囚4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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