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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委促推基因改造食物強制標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基因改造食品的安全日

漸備受關注。香港食物安全中心2006年7月推出「基因改
造食品自願標籤」指引，惟至今只有小部分業界參與。消
費者委員會表示，消費者若知悉食品的基因改造成分資
料，將有助健康監察，加上世界衛生組織屬下食品法典委
員會，已把基因標籤列入食品法典的正式文本協定中，促
請港府盡快實施基因改造食物的強制性標籤制度。
消委會表示，日前世界衛生組織屬下食品法典委員會於

日內瓦舉行年會，由於美國代表不反對基因標籤指引文
件，令基因標籤終於成為食品法典的正式文本協定。這意

味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欲實施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制
度，將不會再受世界貿易組織的法律挑戰，更不會被視為
貿易壁壘。
消委會總幹事劉燕卿表示，這標誌國際間已達成共識，

成為標籤基因改造食物的里程碑，促請港府研究對基因改
造食物設立強制性標籤制度。她重申，消費者若知悉食品
的基因改造成分資料，將有助市民進行健康監察，而現時
強制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已在歐盟、澳洲、新西蘭、內地及
日本等地推行，香港卻只有業界自願遵從的相關指引，促
請港府盡快檢討現行做法。

新政府總部地盤一晚兩遇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曾遭
爆竊的中區新政府總部地盤，昨日凌
晨再揭發爆竊案，保安員發現有疑人

潛入地盤，警員接報趕至
拘捕1名涉案男子，另在現
場調查期間，再發現2男女
竊賊，同樣拘捕帶署。
首宗爆竊案被捕男子姓

李、37歲，為持逾期雙程
證內地人，他涉嫌企圖從
地盤盜竊及逾期逗留2罪被
扣查；另案被捕的48歲姓
趙男子及39歲姓甄女子亦

涉嫌盜竊罪，被押返警署扣查，2案
俱由中區警區刑事偵緝組第3隊跟
進。

據悉，現場為中區添馬艦新政府總
部地盤，由於沒有鐵絲網圍封，先後
已揭發3宗同類爆竊案。昨日凌晨零
時30分，地盤55歲姓黃保安員巡邏時
發現有男子潛入疑盜竊電線，黃即上
前喝止，剛巧有巡警經過，黃呼叫求
助，警員將李姓疑人拘捕，糾纏間疑
人受輕傷，需由救護車送院敷治。
至凌晨1時30分，警員仍在地盤內調

查期間，再發現一對戴安全帽及穿反
光衣男女潛入地盤，截查後揭發2人
喬裝地盤工人準備盜竊銅線，遂一併
拘捕帶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營養
資料標籤制度自去年7月生效以來，至
今已經實施滿1年。食物及衛生局表
示，截至上月24日，食物安全中心共
抽查市面逾1.62萬件預先包裝食品，
結果99.3%食品符合法例規定。食衛局
局長周一嶽表示，營養標籤一方面能
提供資訊，讓市民作出有依據的食物
選擇，另一方面亦能鼓勵食物業界，
提供符合營養準則的食品。

逾半人指對營養聲稱增信心
周一嶽昨出席「食物安全日2011」

開幕禮時表示，智經研究中心上月進
行的電話調查，訪問了過千名市民，

當中近80%受訪者認為，實施營養標
籤制度和規管營養聲稱，有助他們選
擇較健康的食物。
亦有逾半受訪者指，有關制度加強

他們對預先包裝食物上營養成份或營
養聲稱的信心。
周一嶽表示，營養標籤的宣傳策略

十分 重年輕人的參與，當局已透過
營養標籤教育工作小組的協調，以及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的積極配合，把營
養標籤及相關課題納入學校各級課程
內。由於要改變市民行為習慣需要長
時間努力，食安中心計劃推行為期兩
年的營養標籤深化教育及宣傳工作，
以加強推動市民在行為上的改變。

80%人讚營養標籤 有助選健康食品

明年調撥私院名額 收費逾5萬當局不資助

港人內地妻年獲7000生仔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內地食品
安全問題備受香港社會關注，工聯會會長兼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明天率領6人代表
團上京訪問3天，向中央政府反映港人對有
關問題的關注，促請內地當局加強監管食物
的養殖源頭、生產加工、檢測，以至運輸發
售，確保內銷及供港的食物質素，避免「黑
心」食物毒害民眾的事件再次發生。
鄭耀棠與3名工聯會副會長，包括身兼全

國人大代表的黃國健、身兼全國政協委員的
陳婉嫻及林淑儀，以及2名工聯會代表，將
於明天上京，3天行程將會到訪國家衛生
部、國家農業部、國家質檢總局、國務院食
品安全辦公室及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等多個相

關部門，表達港人對食品安全問題的關注及
意見。工聯會表示，中聯辦社工部部長張鐵
夫亦會同行。

鄭耀棠：港人憂食安須挽信心
鄭耀棠指出，近日許多港人向該會反映關

於食品安全的問題，香港絕大部分加工食品
均來自內地，加上「三聚氰胺」、「瘦肉
精」、「假蛋」等「黑心」食品事件接二連
三發生，令港人恐慌，工聯會有必要直接跟
中央部門接觸，轉達港人意見，以挽回市民
對內地食品的信心。
棠哥舉出一個真實個案：「我的一名朋友

獲一間煙廠廠長贈送2條香煙，他將其中一

條轉贈弟弟，被其弟指香煙是假貨；經化驗
後才知道，該2條香煙是真貨，但朋友的弟
弟因為長期吸食假煙，才分辨不出真煙！」
鄭耀棠表示，內地出產食品的安全問題是

整個民族的大事，而內地在2009年通過《食
品安全法》，執行過程有否出現偏頗，都是
公眾關心的議題，而是次訪京的工聯會正、
副會長，本身亦身兼全國人大代表或全國政
協委員，有責任監管政府及了解事件。

陳婉嫻：內地人同樣關心健康
陳婉嫻亦指出，內地人同樣關心健康：

「現在連魚、肉、菜都有問題而不能進食，
還有甚麼可以吃？」她指出，曾有人建議工
聯會訪問鄰近香港的江門市，但她認為應更
直接向北京反映。
工聯會此行將建議當局加強食品源頭控

制、限制使用食品添加劑、強化通報機制及
探討基因改造食品的影響。

■ 鄭 耀 棠
（中）將率領
工聯會6人
代表團訪京
3天，向中
央政府反映
港人對食安
問 題 的 關
注，促請當
局 加 強 監
管。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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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永利斥近億
投嘉慶鍍金瓷花瓶

■永利澳門拍得的4個中國鍍金雙耳瓷製
花瓶，拍賣總成交價近億港元。

永利澳門提供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周四倫敦
佳得士拍賣會上，一組嘉慶年製（1796-
1821年）花瓶，以7,993,250英鎊（包括買
家溢價金）、即超過9,900萬港元成交，創
全球鍍金瓷器拍賣紀錄，並較舊有紀錄高
1倍。該套工藝品由4個中國鍍金雙耳瓷製
花瓶組成，擁有如此史齡及尺寸的4件花
瓶組合，是拍賣會上罕見。買家原來是永
利澳門，花瓶將會放置於2015年開幕的路
度假村中展覽。

勞資審裁令刑事化
董事違例判社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僱傭條例》

去年修訂將違反勞資審裁處判令的行為
「刑事化」後，首次有僱主觸犯有關規定
被勞工處檢控，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被判
社會服務令100小時。勞工處發言人表示，
有關裁決向公司董事及負責人發出強烈信
息，他們有責任按照勞資審裁處或小額薪
酬索償仲裁處的判令支付判令款項予僱
員。

未遵從判令付款31萬予僱員
從事電腦動畫及資訊科技的特思數碼製

作一名董事，沒有按照《僱傭條例》規
定，在勞資審裁處頒發判令後14天內支付
約31萬元予一名僱員，昨日被定罪。勞工
處發言人表示，這是修例後，首次檢控公
司董事或負責人因未有履行勞資審裁處判
令的個案，被告被判社會服務令，反映法
庭重視這類個案，僱主切勿以身試法。
根據《僱傭條例》第43Q（1）條，凡法

團違反或未履行勞資審裁處或小額薪酬索
償仲裁處判令，一經證明有關罪行是在法
團的董事、經理、秘書或其他相關人員同
意或縱容，或可歸因於該等人士的疏忽，
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35
萬元及監禁3年。

猩紅熱個案1日增16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本港猩紅

熱感染個案持續增加。衛生署衛生防護中
心表示，截至昨午的過去24小時，香港共
錄得16宗猩紅熱新增個案，11男5女的患者
年齡介乎1至12歲，今年至今累積感染個案
增至815宗。衛生防護中心表示，猩紅熱是
由甲類鏈球菌所引致的感染，患者通常為
兒童，症狀包括發燒、咽喉痛及出疹等，
任何人若懷疑患上猩紅熱，應及早向醫生
求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雁翔）港府推出限制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措施，

港人內地妻子也不獲豁免，引起跨境家庭的反對。為協助有關家庭來港產

子，港府決定明年調撥7,000個私家醫院產科名額予港人內地配偶，收費介乎

5萬至6萬元，當局將不予資助。另外，當局不會協助私院核實孕婦身份，各

醫院需要自行認證。私家醫院聯會表示，有關安排可行，但相關的執行細節

仍然需要進一步討論，收費將不會有折扣，預料下周初公布詳

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曾偉龍）牙醫管
理委員會昨召開聆
訊，續審牙醫伍啟
昌涉嫌專業失德的
案件。伍啟昌被控
為病人進行植牙手
術時，損害病人臼
齒神經，導致病人
右下唇及下顎麻

痺；術後沒有進行適切的跟進檢查；沒有
將病人轉介至適當的專科醫生治理等3項控
罪。牙管會昨日因證據不足，裁定有關伍
啟昌沒有將病人轉介至專科醫生的控罪不
成立，而損害病人臼齒神經及沒有進行適
切跟進檢查兩項控罪，牙管會仍需時商
議，結果將稍後公布。

仍涉損臼齒神經缺跟進檢查
伍啟昌涉嫌在2007年5月19日，為一名病

人進行植牙手術，於右下顎植入一枚臼齒，
但病人於術後感到右下顎和右下唇麻痺，疑
因手術損害臼齒神經，而同年5月25日至7月
4日期間，病人覆診時亦多次向伍啟昌及護
士投訴手術位置感到麻痺，但伍啟昌並無為
他進行跟進檢查，及後病人向別的牙醫求
診，並抽出植入體，情況才改善。牙管會仍
就伍啟昌損害病人臼齒神經及沒有進行適切
跟進檢查2項控罪進行商議，而另一項沒有
將病人轉介至適當專科醫生的指控則因證據
不足裁定控罪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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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22℃ 33℃ 天晴
長　　春 18℃ 26℃ 多雲
長　　沙 24℃ 32℃ 天晴
成　　都 23℃ 33℃ 多雲
重　　慶 25℃ 36℃ 天晴

福　　州 26℃ 34℃ 驟雨
廣　　州 26℃ 35℃ 天晴
貴　　陽 20℃ 26℃ 驟雨
海　　口 26℃ 35℃ 多雲
杭　　州 27℃ 33℃ 驟雨
哈 爾 濱 17℃ 26℃ 雷暴
合　　肥 25℃ 33℃ 雷暴

呼和浩特 17℃ 30℃ 多雲
濟　　南 26℃ 35℃ 天晴
昆　　明 17℃ 24℃ 驟雨
蘭　　州 17℃ 25℃ 有雨
拉　　薩 13℃ 25℃ 有雨
南　　昌 24℃ 32℃ 驟雨
南　　京 27℃ 34℃ 雷暴

南　　寧 26℃ 33℃ 多雲
上　　海 26℃ 33℃ 雷暴
瀋　　陽 19℃ 26℃ 驟雨
石 家 莊 24℃ 35℃ 天晴
台　　北 27℃ 34℃ 雷暴
太　　原 19℃ 32℃ 天晴
天　　津 24℃ 34℃ 天晴

烏魯木齊 20℃ 29℃ 天晴
武　　漢 25℃ 34℃ 多雲
西　　安 23℃ 36℃ 天晴
廈　　門 27℃ 35℃ 多雲
西　　寧 11℃ 24℃ 雷暴
銀　　川 18℃ 32℃ 多雲
鄭　　州 24℃ 36℃ 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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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預測

天晴酷熱，但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
氣溫：28℃-33℃ 濕度：60%-85%
潮漲：03:14 (1.7m) 15:13 (1.6m)
潮退：08:03 (1.1m) 20:31 (0.8m)
日出：05:45 日落：19:11

10/7(星期日)
氣溫：27℃-32℃

濕度：65%-90%

短暫時間有陽光
有幾陣驟雨

11/7(星期一)
氣溫：27℃-30℃

濕度：80%-95%

多雲有驟雨

12/7(星期二)
氣溫：26℃-29℃

濕度：80%-95%

多雲有驟雨

13/7(星期三)
氣溫：27℃-31℃

濕度：70%-90%

大致多雲
有幾陣驟雨

空氣污染指數

0-25 輕微

26-50 中等

51-100 偏高

101-200 甚高

201-500 嚴重

一般監測站#

污染指數：15-45
空氣指數：輕微至中等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55-70
空氣指數：偏高

# 設 於 中 西
區、葵涌、觀
塘、深水 、
沙田、大埔、
荃灣及元朗。
*設於銅鑼灣
及旺角。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8℃ 36℃ 雷暴
河　　內 26℃ 34℃ 雷暴
雅 加 達 24℃ 32℃ 有雨
吉 隆 坡 25℃ 34℃ 雷暴

馬 尼 拉 23℃ 28℃ 雷暴
新 德 里 26℃ 33℃ 雷暴
首　　爾 21℃ 29℃ 有雨
新 加 坡 25℃ 32℃ 雷暴
東　　京 26℃ 34℃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8℃ 14℃ 驟雨

悉　　尼 6℃ 16℃ 天晴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2℃ 21℃ 雷暴
雅　　典 22℃ 35℃ 天晴
法蘭克福 15℃ 25℃ 多雲
日 內 瓦 14℃ 25℃ 有雨
里 斯 本 16℃ 25℃ 天晴

倫　　敦 15℃ 19℃ 有雨
馬 德 里 15℃ 29℃ 天晴
莫 斯 科 17℃ 24℃ 有雨
巴　　黎 14℃ 24℃ 驟雨
羅　　馬 19℃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18℃ 28℃ 天晴

檀 香 山 23℃ 31℃ 多雲
洛 杉 磯 20℃ 29℃ 天晴
紐　　約 22℃ 27℃ 雷暴
三 藩 市 12℃ 22℃ 天晴
多 倫 多 18℃ 28℃ 天晴
溫 哥 華 13℃ 20℃ 天晴
華 盛 頓 23℃ 31℃ 雷暴

查詢天氣：187  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

工聯會訪京 促保供港食物安全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昨日出席公開活
動後表示，港府經已與私家醫院就港人內地
妻子的產科服務達成共識，明年私家醫院3.1
萬個預留予非本地孕婦的名額中，將會撥出
7,000個予港人內地妻子。他指出，過去兩年
的數據顯示，每年約有6,000名港人內地妻子
來港產子，若明年維持這趨勢，7,000個名額
綽綽有餘。他透露，當局會針對性地與4間較
多內地孕婦分娩的醫院商討安排。據了解，
浸會醫院明年全年將提供最多1,000個名額，
寶血和仁安醫院則分別提供300及500個名額。

港人私院分娩亦無資助
有意見認為政府應資助跨境家庭來港分

娩，甚至動用關愛基金，但周一嶽認為，無
論公私營醫院都應以港人為首要服務對象，
加上連本港居民到私院分娩也沒有類似資
助，遑論內地孕婦，「關愛基金要幫助有特
別需要的人士，特別是本港人士，我相信在
這樣的用途下，看不到她們(港人內地妻)有任
何一個較為優先的考慮理由」。
他強調，政府要確保公共資源妥善運用，

不應提供特別資助。他又透露，港人內地妻
子入住私院的3等房，平均收費約5萬至6萬
元，作為負責任的家庭，應該提早準備有關

費用。

各院自行認證身份
而政府不會為私院統一身份認證制度，各

醫院須自行處理身份認證的手續，例如要求
孕婦出示結婚證書或丈夫的身份證等。
私家醫院聯會主席劉國霖表示，近日已與

多間私家醫院商討，對於政府所定的7,000個
名額目標，聯會相信是可行的。他解釋，每
年6,000名港人內地妻子來港分娩，公私營醫
院各佔一半，即約3,000個；換言之，明年只
要額外供應4,000個名額便能達標。他又表
明，私家醫院會按非本地孕婦價錢收費，不
會提供任何折扣優惠，亦不會額外收費。至
於身份認證問題，當中牽涉法律問題，私家
醫院需時研究，料下周一或周二將向公眾交
代結果。
「中港家庭權益會」認為，政府不應由私

院負責接收所有港人內地妻子的分娩服務，
「其實跨境家庭僅約40%選擇私家醫院，另外
60%會選擇公立醫院，如果政府只是說把所
有責任外判給私家醫院的話，其實原本打算
在公立醫院產子的人，就被迫要進入私人市
場」。該會希望，當局開放公立醫院的服務予
港人內地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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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嶽表示，明年私家醫院預留予非本地孕婦的名額中，將撥出7,000個予
港人內地妻子。圖為周一嶽昨主持「食物安全日2011」開幕禮暨「活學活用
營養標籤獎勵計劃」頒獎典禮。

■伍啟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偉龍 攝

■涉嫌在新政府總部地盤盜竊的男子被捕時反抗
受傷，需送院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