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聞A 20 ■責任編輯：李暢熹

財爺：內地推金改願優先港試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在網誌表示，總結多次與內地財金部門會面的印
象，他得到的最重要信息是內地推動各類金融改革
時，都樂意優先在香港試行。曾俊華表示，自從國
家於2004年在香港啟動人民幣業務以來，香港進行
結算的人民幣交易，每日平均交易金額，不足10年
間已升至4,000億元人民幣，水平與以港元交易相
若。當中涉及內地的跨境交易只佔一成，其餘九成
均是離岸市場交易，可見香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工
作取得相當顯著的成果。

曾俊華昨日在網誌談及訪京之行時表示，上周到
北京，一連3天拜訪人民銀行、發改委、中證監、
中銀監、中保監、國資委等部門，就進一步推動兩

地金融合作，落實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進行商
討、交換意見，亦向港澳辦講述了香港經濟最新情
況。

曾俊華表示，在 「一國兩制」 框架下，國家推動
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一直順理成章用香港作為試
驗場地。香港金融機構亦善用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發展各種人民幣相關金融服務及投資產品，成為業
界近年發展亮點。

離岸資金池 港超台星英
他說，目前全球人民幣離岸市場資金池約12,000

億元，香港佔9,000億元，即整體七成半，遠高於台
灣、新加坡、英國等經濟體總和。由此可見，國家

未來繼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香港憑着先行者優
勢，無論在人民幣結算貿易融資，迎接內地直接跨
境投資、發展人民幣計價金融產品、推動基金發
展、資產管理、保險產品等業務上，都具有極龐大
的發展空間。有見及此，港府一直透過強化金融基
建維持與內地相關部門溝通，讓本地離岸人民幣業
務發展得更深、更廣。

獲中央支持 創兩地雙贏
曾俊華說，總結多次與內地財金部門會面的印

象，得到的最重要信息是內地推動各類金融改革
時，都樂意優先在香港試行，這因為中央政府和相
關部委長期支持，讓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得以鞏

固。另一方面，香港作為全球首個離岸人民幣中
心，亦可為國家提供風險可控的測試平台，讓人民
幣跨境使用逐步擴大，有序地成為國際貿易結算、
投資及儲備的貨幣，創造兩地雙贏局面。

港結算人幣交易 升至4,000億
他表示，自從國家於2004年在香港啟動人民幣

業務以來，在香港進行結算的人民幣交易，每日平
均交易金額不足10年間已升至4,000億元人民幣，
水平與以港元交易相若。當中涉及內地的跨境交易
只佔一成，其餘九成均是離岸市場交易。由此可
見，香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工作取得相當顯著的成
果。

曾俊華認為，香港經過數十年努力，發展成為現
時全球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他認為，這方面仍
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會繼續致力令金融服務更
深、更廣、更多元化。

大嶼山「瘋狗浪」噬南亞青
懶理風大不聽勸玩衝浪 5人遇險1沒頂失蹤

遭巨浪吞噬失蹤的18歲巴基斯坦裔青年，據悉是葵涌香港
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學員。一行14名學員在3名南亞

裔導師帶領下，前日到大嶼山長沙露營2日1夜。昨日是活動
第二日，各人在導師帶領下，到長沙下村泳灘玩集體遊戲。

泳灘昨日受東北季候風及 「海燕」 共同影響，海面不時翻
起大浪。由於泳季已結束，故泳灘沒有懸掛紅旗，當值救生員
亦毋須在瞭望台站崗，只留在救傷站內戒備。據悉，參與拯救
的休班救生員譚先生表示，事前已看到數名南亞裔青少年冒風
浪下水嬉戲。事發時，正值退潮後反漲，形成急浪，因恐怕他

們有生命危險，曾作出勸喻，但各人聲稱會游泳，堅持繼續嬉
水，詎料不久即出事。

昨午12時45分，5名南亞裔青年（12歲至18歲）游到離岸
約80米泳灘防鯊網附近嬉水。當時，一個俗稱 「瘋狗浪」 的
巨浪湧至，各人被捲進海底遇溺。其中3人掙扎冒出水面呼
救，3名當值救生員立刻下水救人，迅速救起3人。當中，14
歲少年陷入半昏迷狀態；另1人扶着防鯊網自行游回岸邊；剩
下的18歲青年則沒頂失蹤。

3艘消防船到場搜索，消防蛙人亦冒着大風浪，先後多次潛
入水底搜救，但至入夜仍無發現。失蹤青年家人趕到現場等候
消息，憂心不已，有親友更相擁落淚。

防鯊網破損 恐捲出網外
署理助理消防區長陳文輝指出，現場風浪頗大，加上水底

視野不清，令搜救困難及相當危險。另外，由於泳灘防鯊網破
損，失蹤青年或被捲出防鯊網範圍外。至於遇溺不適的14歲
少年，已轉送葵涌瑪嘉烈醫院留醫，情況穩定。

俗稱 「瘋狗浪」 的湧浪由熱帶氣旋影響而產生，當湧浪進
入淺水區時，浪高度將飆升，對身處岸邊或在近岸活動的人士
構成威脅。有漁民表示， 「瘋狗浪」 是突然湧起的巨浪，通常
持續2分鐘至3分鐘，隨後海面會回復平靜。隔一段時間後，
巨浪又會再湧起，有如 「瘋狗」 般，也就是俗語常說的 「無風
三尺浪」 。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杜法祖杜法祖））超強颱風超強颱風 「「海燕海燕」」 在菲律賓造成重大傷亡後在菲律賓造成重大傷亡後，，

餘威昨日挾東北季候風之勢襲港餘威昨日挾東北季候風之勢襲港。。55名隨團到大嶼山長沙泳灘露營的南亞裔青名隨團到大嶼山長沙泳灘露營的南亞裔青

年年，，昨午懷疑不理警告昨午懷疑不理警告，，堅持在大風大浪之際下水衝浪堅持在大風大浪之際下水衝浪，，結果樂極生悲結果樂極生悲，，遭俗稱遭俗稱

「「瘋狗浪瘋狗浪」」 的巨浪吞噬的巨浪吞噬。。44人及時獲救人及時獲救，，11名名1818歲青年歲青年ShazadShazad失蹤失蹤。。水警及消水警及消

防蛙人搜救至深夜仍無發現防蛙人搜救至深夜仍無發現，，預料凶多吉少預料凶多吉少。。家屬在岸邊激動盼望家屬在岸邊激動盼望，，相擁落淚相擁落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美資銀行高
層位於跑馬地的
豪宅，前晚懷疑
遭賊人撬窗入屋
爆竊，掠走價值
逾 300 萬元的首
飾 、 名 錶 等 財
物。當時，竊賊
懷疑因 「收穫甚
豐」 ，就地取材
拆去現場一個枕
頭套，猶如聖誕
老人禮物袋般載走贓物。據現場消息稱，單是
其中一隻被盜的百達翡麗名錶，價值已逾140
萬元。

現場為跑馬地肇輝臺7 號騰黃閣一低層單
位，據悉姓朱戶主為本港一間美資銀行集團董
事總經理、企業及投資銀行大中華主管。單位
面積約2,000呎，於2010年以1,980萬元購入，
如今已升值至最少3,000萬元。

140萬百達翡麗錶失竊
據警方消息稱，前晚10時許，一名58歲姓朱

男子返回騰黃閣寓所時，發現房間窗戶被撬開，
一個半米乘半米夾萬被撬毀，大驚報警求助。警
方趕至時，賊蹤已杳，搜索無果。事主初步點算
後，發現8隻名錶、部分首飾及數萬元現金不翼
而飛，總值約340萬元。據消息稱，失物包括一
隻約值140萬元的百達翡麗名錶。

警員發現房內一枕頭套不翼而飛，稍後在附近
山邊尋獲一個載有約值10萬元玉器、珍珠鏈及
數個空錶盒的枕頭袋。

警放蛇揭精品店賣「大麻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銅鑼灣一

間專門售賣另類外國精品的店舖，公然售
賣懷疑含大麻成份的 「大麻糖」 ，警方接
獲線報後，經放蛇搜證，決定採取行動，
拘捕一名女店員，起出 400 多件 「大麻
糖」 ，市值約6,000元，並通緝涉案店舖女
負責人助查。有關 「糖果」 已送往進一步
化驗，以確定成份。

歐美甚普遍 10元一粒
懷疑含有大麻成份的有問題糖果外形類

似 「棒棒糖」 ，據悉來自荷蘭，在歐美十
分普遍，外國拍賣網亦極易找到，每粒折
合約10港元，但在本港則甚為罕見。據曾
經嚐過同類糖果的市民透露，吃這種 「大
麻糖」 初時會嚐到甜味，之後會慢慢嚐到

大麻的苦澀味道，但不會像大麻般令人產
生飄飄然的 「迷幻」 感覺。

懷疑出售 「大麻糖」 的店舖，位於謝斐
道銀座商場地庫內。據鄰店職員透露，該
店開業約5年，主要售賣來自外國的另類
「精品」 ，包括煙絲、水煙壺、打火機等

吸煙用品，客人多為外籍青年。就現場所
見，不少產品印上大麻草植物標誌。該店
玻璃門上亦貼有 「大麻糖」 廣告標貼，但
未有標明價錢。

拘女店員 檢值6,000元貨
警方早前接獲線報，指上述店舖懷疑出

售 「大麻糖」 。中區警區特別職務隊探員
經調查後，前日下午5時許採取行動，派
出探員喬裝顧客 「放蛇」 ，成功購得懷疑

含有大麻成份的 「大麻糖」 後，隨即表露
身份，拘捕一名35歲姓衛女店員，並帶走
約400件懷疑有問題的 「大麻糖」 ，市值
約6,000元。被捕女店員因涉嫌販毒被帶署
扣查，現已獲准保釋。警方仍追緝該店女
負責人歸案。

大麻主要成份四氫大麻酚在本港屬受
管制藥物，可影響使用者精神狀態及神
經系統，令人急躁煩惱，記憶力和判斷
力受影響。案中搜獲的 「大麻糖」 雖然
標明主要由糖、葡萄糖漿、香精等製
成，且強調不含受管制大麻主要成份
「THC」 （即四氫大麻酚），但警方懷

疑其成份有問題。
律師梁永鏗指出，若賣家聲稱該產品含

有毒品，即使產品沒有毒品成份，賣家亦

已觸犯販毒罪，最高可罰款500萬元及終
身監禁。他又指，賣家如以上述方式推
銷，更可能觸犯新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年逾七旬的哮喘翁，昨凌
晨懷疑病發昏迷，坐在土瓜灣
一店舖門外櫈上，被途人誤以
為打瞌睡。直至老翁身上手機
鈴聲長響，一名外籍途人好奇
走近，欲喚醒他接聽，始揭發
昏迷出事。救護員到場檢驗
後，證實老翁早已氣絕身亡。
警方調查後相信事件無可疑，
列作 「屍體發現」 案處理，死
因待法醫驗屍確定。

離家散步 遲遲未歸
猝死老翁姓關（79歲），

與家人同住土瓜灣。據悉，關
生前患有哮喘病，每晚飯後有
外出散步習慣。前晚9時，關
翁離家外出散步，卻遲遲未
歸，家人恐怕有意外，連番致
電尋找，但無人接聽。直至接
獲警方來電，始知關翁已逝
世。

昨凌晨零時許，25歲外籍
男子Latif途經落山道21號一
間地產店門外，發現一名老
翁坐在一張櫈上，身上手機

鈴聲多次長響，他卻沒有接聽。Latif
感到奇怪，於是趨前查看，只見老翁
雙目緊閉。當時，手機鈴聲再次響
起。Latif期望喚醒老翁接聽，但發現
他毫無反應，懷疑昏迷出事，於是報
警。救護員到場後，證實老翁已氣絕
身亡，隨後透過他身上的手機資料與
他的兒子取得聯絡，安排親屬到場確
認死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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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邊

境落馬洲2個飼養淡水魚的魚塘，昨
晨發生罕見破壞事件。2個魚塘塘水
懷疑遭蓄意放乾，塘中飼養的鯇魚
全部隨塘水流進深圳河失蹤，塘主
損失總值 10,000 元。警方暫列作
「刑事毀壞」 案處理，正調查事件

動機，並追緝歹徒歸案。
昨晨10時一名59歲姓陳男子，返

回位於落馬洲村深圳河畔的魚塘，準
備開工餵飼塘內飼養的鯇魚，卻發現
其中2個魚塘的水無故乾涸，全部鯇

魚不知所終，懷疑遭蓄意破壞，於是
報警。

歹徒毀塘壆 疑持禁區紙
警員到場調查後，發現該2個魚塘

面向深圳河的塘壆被破壞，塘水流
失 入 河 中 ， 估 計 損 失 鯇 魚 總 值
10,000元。現場屬邊境禁區範圍，
閒人難以接近，警方認為歹徒可能
屬持有禁區通行證的人士，摸黑鑿
毀魚塘塘壆犯案，正循相關線索展
開深入調查。

魚塘神秘「放水」 萬元鯇魚失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沙
頭角鹿頸發生懷疑虐牛案，一頭黑
公牛昨晨被發現背部插住一支魚
叉，村民懷疑有 「虐牛狂徒」 出
沒，於是報警。漁護署獸醫到場，
準備制服牛隻治理時，公牛卻受驚
衝入草叢，背上所插魚叉自行甩
脫。獸醫經評估後，相信牛隻只受
輕傷，治理傷口後便讓牠自行離
去，暫未能確定事件是人為或意外
造成。警方列作 「發現受傷動物」
案處理。

傷口滲血 村民報警
背部被魚叉插傷的是雄性大黑

牛，重逾400公斤。昨晨8時許，鹿

頸路雞谷樹下附近一處草地，有村
民發現正在吃草的公牛左背插住一
支近2米長生銹魚叉。牛背傷口滲
血，村民擔心其性命安危，於是報
警。警員接報後，通知愛護動物協
會派員協助處理。

愛護動物協會職員到場視察公牛
背部傷勢後，恐防動手拔出魚叉會
令牛隻傷口流血不止，於是要求漁
護署派獸醫到場處理。獸醫到場
後，準備用黑布蒙頭制服公牛再替
其治理時，公牛見有人走近受驚，
走入草叢中亂竄，背上魚叉弄至甩
脫墜地。獸醫經評估後，相信公牛
只受輕傷，於是走近用噴霧消毒劑
清潔傷口後，便讓牠自行離開。

黑牛背插生銹魚叉疑被虐

枕頭套袋贓
豪宅賊扮「聖誕老人」

■精品店在櫥窗貼有標示CANNABIS(大
麻)的 「大麻糖」 。

■在樹下被發現身插魚叉的公牛。

■探員帶走竊匪載走贓物的
枕頭袋。

■蛙人在長沙泳灘打撈
被巨浪捲走的青年。

■■親屬在沙灘親屬在沙灘
等候消息等候消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粉嶺流水響道一個貨
倉昨清晨發生火警，火勢猛烈冒出濃煙，傳出爆炸聲
響及散發惡臭味，附近12名村民驚醒慌忙疏散。消防
員到場後，迅速把火救熄，幸未釀成人命傷亡，但貨
倉付諸一炬。經初步調查後，懷疑是電線短路引起火
警，並無可疑。

現場為流水響道高莆北村一貨倉，昨晨5時許，突傳
出連串爆炸聲，繼而起火冒出烈焰濃煙，並散發出陣陣
惡臭味。一名姓吳村民睡夢中驚醒，見狀立刻報警。

消防員接報到場開喉灌救，約半小時後把火撲熄，但
貨倉已嚴重焚毀。消防員疏散火場附近3間村屋內共5
男7女居民到安全地方暫避。貨倉起火時無人留宿。

貨倉爆炸冒臭煙 12村民疏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