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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牛肉又加價，獨家代
理內地供港活牛的五豐行昨日宣布，因為內地消費
需求旺盛，活牛行情上漲，即日起調高肥牛批發價
4.18%，由每擔4,310港元加價至4,490元，良牛價格
不變。零售業界預計，肥牛零售價每斤加10元至20
元。有肉檔檔主坦言，五豐行頻頻加價，令生意受
影響，已減少入貨，擔心再加價「無人買就不用再
入貨」。有市民稱，牛肉已很貴，會轉食豬肉。

五豐行：加價為保供應

五豐行由2011年11月至今約16個月內，8度調高活
牛價格。五豐行發言人昨日強調，加價是受內地市
場影響，需保障香港市場肥牛供應。而且由於牛肉
品種不一，貨源與需求相異，五豐行根據實際情況

作相應調整。而今次加價不涉及良種牛。至於未來
會否加價，則視乎內地市場發展趨勢。九龍牛羊業
商會表示，去年活牛多次加價（6次），生意大受影
響，擔心又加價會加重業界負擔。商會批評五豐行

「缺貨」是藉口，期望政府長遠可開放市場，引入競
爭。

肉商料良牛暫不會加價

全港新鮮牛肉肉商發言人許偉堅表示，肥牛約佔
活牛市場20%，比例不算多，加上天氣回暖，較少
人吃火 ，肥牛需求下跌，相信影響不大；但現時

「靚肥牛已每碟叫價逾300元，每碟只有約10 ，加
價後會再貴點」。他指出，現時每日宰牛數量不斷下
跌，由以往每日70頭降至50頭，反映市場對加價次

數和幅度難以消化，擔心再加價令市場未能承受。
不過，他認為，五豐行暫時不會加良牛價格，「因
為現在日日都賣剩牛，供過於求」。

檔主：再加價憂無人買

香港仔田灣街肉檔檔主慨嘆，五豐行不斷加價影
響生計，去年未加價前，每星期入貨3次至4次，多
次加價後，已減少入貨至每星期1次至2次，每次5斤
至6斤，但因為零售價太高，「放到變黑都無人
買」，擔心再加價，「無人買（牛肉）就不用再入
貨」。

市民黃婆婆知道牛肉加價後，即大喊「有冇搞
錯！又加！」她表示，牛肉價已十分貴，每個月只
會買一次至兩次，每次最多40元，「一餐60元至70

元，但如果那餐有牛肉，就會近百元」，現在再加價
就會轉食豬肉。另一名市民梁女士稱，每月煮數次
牛肉，每次約花20元，佔每日買菜錢60元約三分之
一，但份量僅夠做一碟小菜，「上次加價後，已經
少買（牛肉），今次又加價太過份」。不過，她坦
言，作為小市民，面對加價「無可奈何，只能以罷
吃抵制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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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仕仁案5人否認控罪 直解高院
料最快明年首季開審 召72證人呈777文件審百日

2港婦24小時再帶奶粉罰500

高永文：加「日落條款」不實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捲入政

商勾結3,400萬元案，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訊。許仕仁及新

鴻基地產郭炳江與郭炳聯等5人全部否認控罪，並同意把案件

直接解往高等法院審理，估計最快明年首季開審，屆時將傳召

政商界共72名證人出庭作供，以及向法庭呈交777份證物文

件，聆訊需時逾100天。律政司昨日加控許仕仁「公職人員行

為失當」罪，指新地老臣子陳鉅源及關雄生2007年11月21日

至12月12日，先後4次把共1118.2萬元存入許仕仁所控制的公

司或其私人戶口。

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昨
日親自「出戰」，並知會法

庭，表示律政司重新審檢證供後，
決定撤銷針對許仕仁及郭炳聯「串
謀向公職人員提供300萬元利益」
一罪，但加控許仕仁一項「公職人
員行為失當」罪名。控方修訂針對
許仕仁、郭炳江、陳鉅源和關雄生

「串謀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中
的銀碼，由原有835萬元增至850萬
元。目前許仕仁共面對8項控罪。

被告不選擇裁院初級偵訊

薛偉成昨日透露指，控方於上月
27日及28日，先後把案中涉及的25
箱檔案文件及證物交5名被告，當
中包括控方72名證人的書面供詞。
目前控方仍然為涉案大批文件進行
翻譯，稍後會陸續把譯本交予各被
告的律師團隊。由於被告等人不選
擇先在裁判法院展開初級偵訊，故
控辯雙方同意把案件直解高院審
理。

郭氏兄弟代表催辯方交文件

代表郭炳江的英國御用大律師
Clare Montogomery昨日首度現身法
庭，並表明希望案件能盡快排期，
在高院原訟庭審理。至於代表郭炳
聯的資深大律師麥高義則強調，控
方撤銷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
後，郭炳聯目前面對的2項罪名完
全沒有涉及貪污指控。麥高義又向
法庭投訴指，控方至今仍未把案中
其他不會作為呈堂證物的文件列表

（unused material）交予辯方；結果
薛偉成承諾，會盡快向辯方提供。
至於代表陳鉅源的大律師鍾偉強，
昨日亦作出同樣要求，希望控方盡
快把不被呈堂的證據文件表交給辯
方參考。

案中5名被告包括許仕仁、郭炳
江、郭炳聯、陳鉅源及關雄生，共
分別被控8項罪名，包括串謀觸犯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串謀向公職人
員提供利益及提供虛假資料等罪。
5人昨日繼續准以20萬元至1,000萬
元保釋外出，不准直接或間接與控
方證人討論案件，有任何住址更改
須知會法庭。

香港文匯報訊 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昨
日向法庭呈上新一份控罪書，以及修訂版的案
情撮要，內容大致相同，只是把原有提及許仕
仁於2011年底欠債高達7,200萬港元的段落刪
除，加插一段指許仕仁於2007年7月1日至2009年
1月20日，即身為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於履行公
職的過程中或就其擔任的公職，蓄意作出失當
行為，即沒有向特區政府申報或披露，或隱瞞
自己接受陳鉅源及關雄生透過多筆付款合共
1118.2萬港元。

控方昨日呈上的案情撮要內容中，亦列出許

仕仁收取陳鉅源和關雄生4筆款項的時間及銀
碼，包括首兩筆同於2007年11月21日分別收取
100萬元及300萬元；第三筆則於2007年11月28日
收取400萬元；第四筆則於2007年12月12日收取
318萬2千港元。而上述4筆款項，均存入許仕仁
所控制的公司戶口及私人戶口。

證人剔伍錫漢增鄭耀斌

至於控方昨日撤銷針對許仕仁及郭炳聯「串謀
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指許仕仁身為政務司
司長及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即於2005年6月30

日至2009年1月20日期間，無合法權限及辯解，
收受新鴻基地產的附屬公司忠誠財務有限公司提
供的300萬元貸款每年延續還款期限。另控方表
示，72名控方證人名單內，將剔除前運輸科常任
助理秘書長伍錫漢，而加入當年為許仕仁辦理禮
頓山豪宅租住的律師鄭耀斌（譯音）為證人。

學者：裁決前假設無罪

法律學者張達明指，控方修改控罪可以有很
多原因，亦經常會發生，難以估計今次律政司
更改控罪原因。不過，他強調，不可基於修改
控罪便推斷控方已經掌握更有力證據。因為法
律上，於法庭有裁決之前，任何被告都是先假
設無罪的。

新控罪書詳列許收千萬未申報

花園街四級大火
造成9人死亡案，
死因庭昨日傳召政
府高級化驗師張國
強（見圖）以專家
身 份 解 釋 事 故 起

因。張指出，268號排
檔為大火源頭，火警或因電力故障引起。
火勢再順 連接排檔與大廈的斜篷進入大
廈閣樓，濃煙繼而湧入密封前梯，造成煙
囪效應，使本來用以逃生的前梯變成「死
亡陷阱」。張表示，268號排檔燒毀情況較
其他排檔嚴重，排檔中央的金屬矮櫃是起
火源頭，或由電力故障引發火警。由於現
場找不到助燃劑殘餘物，起火位置亦在排
檔中央，故相信火警與人為無關。

產電弧效應 近似跳Fuse

在起火金屬矮櫃上，當局找到2個跌落的
大小電箱。張指出，大小電箱「黐」在一
起的情況較特別，因其他排檔的2個電箱都
是分開的。他於櫃上灰燼中找到不少斷開
的銅線及融成粒狀的銅粒，這些斷開的銅
線、銅粒等，相信是電力裝置中阻截電力
的設備失效，產生電弧效應，導致高能量
釋放，常見狀態如火花，或發出「啪啪」
聲，情況與家居電掣保險絲（fuse）失效造
成短路相似。電弧效應的高熱量，使銅線
斷裂或融為粒狀，再燒 附近易燃物品，
造成火警。

排檔「斜篷」 引火燒大廈

火勢其後向側邊蔓延至266號排檔。而該
排檔售賣的多為塑膠製品，遇火會迅速成

為助燃劑。張續解釋指，排檔很多時為爭取更多擺
貨地方，會用布把排檔及大廈相連，在兩者之間的
行人路「封頂」，避免雨水滴入。然而，這個「斜篷」
卻把火勢引導至附近大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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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本月起實施奶粉限帶令，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昨日在立法會上指出，新例實施前，香港36個月
以下嬰幼兒奶粉供應量嚴重不足。新例實施後，水
貨活動已見收斂，零售供應亦見穩定。他認為，設
立「日落條款」並不實際，但承諾當局會不時檢視
新例成效，並會與供應及零售商確保供應穩定，跟
進市面不良營銷手法及加強口岸宣傳，以及減少市
民誤帶過量奶粉過關被檢控機會。

謝偉俊鍾國斌反對限奶

為確保奶粉供應充足，特區政府本月初實施新
例，限制奶粉出口。立法會小組委員會昨日首次審
議有關條例修訂，會上多個政黨均對新例表示支
持，只有獨立議員謝偉俊及自由黨議員鍾國斌反
對。有議員指出，是次修例「治標不治本」，並認為
倘若過分插手奶粉供應，恐怕會破壞香港自由貿易
制度，違反《基本法》。議員又擔心，政府今日就奶
粉問題立法，他日也可就其他商品立法。他們又質
疑新例宣傳不足，令不少過境人士誤帶過量奶粉被
檢控。

王國興：定期檢討實際

有議員提出，應在條例中增設「日落條款」，即訂
明措施何時何日中止。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反對，認
為目前無人能「未卜先知」，預知奶粉短缺問題何時
結束，故不認為現階段要為新例設立「日落條款」，
建議當局定期檢討新例更實際。

高永文回應指，特區政府曾嘗試從供應層面解決
奶粉問題，但措施效果不足，加上短缺問題因涉及
多間供應商，倘若只針對個別供應商採取措施，只
會令問題惡化，故實施新例實屬不得已做法。而新
例並沒有牴觸《基本法》內保障自由貿易的條文，
市民毋須擔心當局日後會任意把新例推廣至其他商
品。

他說，新例實施前，市面上36個月以下嬰幼兒奶
粉供應量，由於受水貨客活動影響，導致嚴重不
足。不過，新例實施後，經當局檢控部分違規人
士，水貨客活動相對收斂，市場供應亦暫時穩定。
儘管如此，當局為進一步穩定奶粉供應，會繼續與
供應及零售商商討對策，包括設立補貨機制及完善
訂貨熱線，並跟進市面不良營銷手法，「倘若某商
業行為影響本港嬰兒，政府不會坐視不理」。

海關：已加強口岸宣傳

高永文又認為，設立「日落條款」並不實際，因
難以估計新例帶來的效果。當局寧願不時檢討，立
法會也可要求當局隨時就新例成效匯報。被問及有
指中英街已成為走水貨漏洞，海關助理關長俞官興
在會上表示，現時中英街港方商舖已沒有出售奶
粉，只有內地商舖仍有出售存貨，故不存在水貨漏
洞。同時，就宣傳不足的問題，當局已加強與內地
海關在各出入境口岸的宣傳，包括張貼海報及向商
戶派發單張，香港旅遊網頁亦有相關資料。

林健鋒：按實際研修例

另外，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立法會議員林健鋒
昨日在北京表示，經民聯支持當局為限制攜帶奶粉
出境而修訂《進出口條例》，並認同毋須要加入「日
落條款」，為政府保留彈性。他又希望，當局在法例
實施6個月後進行檢討，按實際情況研究修改條例，
包括放寬攜帶奶粉出境限額、降低刑罰甚至取消
等：「假設日落條款是1年限期，如果6個月後問題
便解決了，我們為甚麼要等足1年？」

林健鋒又建議，入境處加強口岸監管，利用出入
境記錄，找出每天多次過境人士，把他們列入監察
名單，若有可疑即時查問，增加他們過關的時間成
本。同時，入境處有責任加強宣傳新法例已實施，
避免有人因不知情誤犯法例，增加內地與香港的矛
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兩名香港女子因違
反《2013年進出口（一般）（修訂）規例》，24小時
內第二次出境時非法攜帶供36個月以下的嬰幼兒配
方粉（配方粉）離境，昨日在粉嶺裁判法院承認一
項控罪，各被判罰款500元。兩案件涉及共4罐淨重
共3.6公斤的配方粉亦被充公。

2名女被告分別為薛志紅（40歲）及黃淑英（62
歲）。案情指，2人本月6日約下午5時半，於羅湖離
境大堂被海關人員截停要求檢查行李時，各被搜獲2
罐淨重共1.8公斤的配方粉。由於2人於24小時內第二
次離境，違反法例豁免規定，因此被海關人員拘
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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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仕仁被加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 ■郭炳江（左）與郭炳聯（右）等5人全部否認控罪。圖為兩兄弟昨出庭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