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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款米鎘超標「飯桶」有難
日食3碗易傷腎 金豐年含量最高 代理堅稱符安全標準

6電暖爐安測「肥佬」 2暖風機「惹火」

消委會於今年4月至9月購入44款食米，包
括34款白米及10款糙米，大部分產地聲

稱來自泰國、中國、韓國、越南及澳洲。白米
每包分量多為5公斤，少數為8公斤；而糙米
的每包重量則約1公斤至2公斤。消委會根據
本港《食物攙雜（金屬雜質含量）規則》檢驗
食米，大部分樣本都驗出鎘，每公斤含量由
0.007毫克至0.223毫克不等。

金稻金浪同略超上限
消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委員許樹源表

示，測試中發現3個問題樣本，為金浪牌「增
城絲苗米王」、金稻牌「中國絲苗米」（精選
裝）及金豐年牌「長香玉」。當中以金豐年牌
「長香玉」鎘含量最高，每公斤含0.223毫
克，高於本港規定每公斤含0.1毫克鎘的法定
上限一倍以上；金稻牌及金浪牌食米則略高於
上限，分別每公斤含0.149毫克及0.143毫克
鎘。許樹源指已將有關樣本交由食物安全中心
跟進。
食物安全中心又認為，對於一般食米量的消

費者而言，單從食米攝入過量鎘而對健康產生
不良影響的機會不大，但對於食米量高的消費
者，即每日進食重金屬超標的白飯超過3碗，
約600克，則有可能影響健康。
消委會又表示，稻米在種植時，會從水源及

泥土吸收包括重金屬在內的污染物質；如動植
物居住環境的土壤、空氣、水域等受到鎘污
染，便會吸收到鎘，在食物鏈中累積傳遞。

食用攝入致癌暫無據

根據國際癌症研究機構指出，因職業關係從
空氣中吸入鎘和鎘化合物有致癌風險，故鎘被
評為「令人類致癌」的物質，但暫時沒有證據
顯示，從飲食中攝入鎘會有嚴重基因毒性和致
癌。有醫學專家則警告，雖然從飲食中攝入鎘
而導致急性中毒的可能性低，但長期吃下鎘含
量高的食物，有可能損害腎臟。

44款食米 化學物遍布
另外，消委會發現，在44款食米中有5款樣

本檢出鉻，均為每公斤含0.2毫克；26款樣本
檢出鉛，每公斤含量由0.005毫克至0.059毫克
不等；41款樣本檢出汞，每公斤含量由0.001
毫克至0.011毫克。而全部樣本都檢出無機
砷，每公斤含量由0.029毫克至0.149毫克。
許樹源表示，各樣本的鉻、鉛、汞或無機砷

含量均沒有超出中國國家標準及本港法例標
準，同時檢測結果顯示沒有食米受苯並[a]芘污
染，而樣本中的重金屬含量除鎘外，都合乎安
全標準。
食安中心則表示，巡查後在市面上仍找到金

稻牌中國絲苗米（精選裝）出售，但沒有發現
另外兩款，其後中心對買到的金稻牌食米再進
行檢測，同樣發現鎘含量超出本港法例標準，
中心指會對有關人士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
金稻代理商遠大貿易指，食米只在百佳出

售，上星期已通知超市回收，但指產品經內地
當局測試，符合本港及內地標準。另外兩款米
的代理商回覆消委會時，亦堅持產品經內地檢
驗檢疫當局測試，鎘含量低於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不少港人每日都需要「有米落肚」，因此對

食米的需求大，然而市民每餐食飯時卻暗藏危機。消委會測試市面44款食米，

發現有3款樣本的重金屬鎘含量超標，其中一款甚至超出法定上限一倍以上。

消委會引述醫學專家指，雖然由飲食攝取鎘而導致急性中毒的可能性不大，但

長期進食鎘含量高的食物，仍然有可能損害腎臟，現已將有關樣本交由食物安

全中心跟進。

10年進口貴逾倍 零售價升幅超通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食米是
港人的主要食糧，但港人每年的平均耗
米量，由2005年最高峰每人平均消耗49
公斤，跌至去年的43公斤。消委會表
示，過去10年，由於天災加上全球糧食
價格飛漲，導致米價越來越貴，令整體
的平均進口價及零售米價都升超過1倍和
80%。
消委會稱，現時本港主要進口泰國、中

國、澳洲及越南的大米，當中泰國香米今
年首10個月，平均進口價為每公斤9.17
元，平均零售價每公斤12.25元，較2003
年上升了162.8%和84.2%；中國絲苗米今
年首10個月的平均進口價和平均零售價，
分別是每公斤8.17元和12.05元，較2003
年上升137.5%和88.3%；澳洲絲苗米今年

首10個月的平均進口價和平均零售價，則
分別為每公斤7.24元和12.1元，較2003
年上升110.5%和79.8%。

泰米進口價升162.8%最高
過去10年，泰國香米、中國絲苗米及
澳洲絲苗米在同期的平均進口價分別上
升了162.8%、137.5%及110.5%。該3類
食米在同期的平均零售價升幅相對溫
和，介乎79.8%至88.3%，仍高於同期綜
合消費物價指數「食品」指數下「米」
項組別的63.7%升幅。
消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委員許樹

源稱，越南香米近年佔本地市場的份額
越趨增加，其價格由於具競爭力，過去5
年間的入口量，由2008年佔總入口量

0.5% ，已大幅增加至今年 10 月的
41.5%，亦漸淡化泰國香米原屬本港消費
者首選的位置。許續指，2008年曾出現
全球食米供應緊張，國際米價和泰國香
米批發價急升，市民因擔心米價會在短
期內大幅上升，因而湧至零售店搶購食
米。由於當時泰國香米的供應緊張，本
港其後增加從內地及越南輸入米。

籲引柬埔寨等地米增選擇
消委會表示，食米是一般家庭的主要

食糧，米價高昂會增加市民生活壓力，
期望未來本港的食米市場能繼續拓展更
多供應來源如柬埔寨等地的食米，讓消
費者有更多選擇，亦可以減低來源地過
於集中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消委會於本月初研
究21間銀行及財務公司的稅務貸款計劃，發現今年
整體的稅貸息率比去年低。與去年比較，稅貸的實
際年利率由1.97%至10.39%，下降至今年的1.85%
至6.09%。消委會建議，消費者選擇稅務貸款時，
應比較不同公司的實際年利率，留意廣告所標榜的
優惠利率，並謹記準時還款，以免被收取逾期還款
手續費和罰息。
消委會指出，調查的稅貸計劃，一般而言是貸款
額愈高，利率愈低。若以借貸額以10,000元計，市
場提供給一般客戶的實際年利率在2.04%至6.09%
之間；但若以借貸額為50,000元計算，市場提供給
一般客戶的實際年利率由1.85%至4.26%。消委會
建議，消費者應多作比較，因為即使相同金額的貸
款，不同銀行所收取的實際年利率也可以相差很
大。
消委會又表示，由於大部分消費者每年都要交

稅，選擇12個月或以下的還款期，可以避免同時應
付兩個課稅年度的稅務貸款，故建議消費者選擇稅
務貸款時，應比較多間公司的實際年利率，留意廣
告所標榜的優惠利率，可能只適用於特選客戶，並
謹記準時還款，以免被收取逾期還款手續費和罰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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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港部隊向逾百幼童送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解放軍駐港部
隊20餘名官兵昨日走進位於中環的基督教女青
年會戴翰芬幼兒學校開展「關注幼童」活動。官
兵們向學校贈送了節日禮物，並與100多位小朋

友進行了互動，給他們帶來聖誕和新年的祝福。
活動一開始，3位來自三軍儀仗隊的官兵進行

了簡單的隊列動作示範，小朋友們都饒有興致地
模仿。經過官兵們的耐心講解和糾正，許多小朋

友都能像模像樣地敬上一個軍禮。
隨後，在官兵代表的帶領下，小朋友們一起學

習演唱國歌，還演唱了《鈴兒響叮噹》、《小星
星》等兒歌。官兵們還同小朋友們一起玩遊戲，
現場一片歡聲笑語。
據了解，自2007年以來，駐港部隊舉行了多

次「關注幼童」活動。駐港部隊副參謀長周紹元
大校當天參加了活動，他表示，16年來，駐港部
隊開展了很多公益活動。

■■駐港部隊駐港部隊2020餘名官兵與學生一起遊戲餘名官兵與學生一起遊戲。。

■女童向女兵獻吻。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近年港人流行網上
購買機票，取其便捷及自由度大，且不時有優惠。不
過網上交易較為單向，消費者與購票網站的溝通，有
時會出現困難，導致誤會產生。消委會昨公布，今年
首11個月收到405宗有關網購機票的投訴，較去年同
期110宗增近3倍。消委會提醒市民網上購票時，要
留意條款細則，必要時可打印多份條款細則作保障，
而這些公司亦有可能觸犯不良營商手法及誤導性遺
漏。

送遞延遲最多 其次價格爭拗
消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委員許樹源表示，今年
首11個月收到405宗網購機票的投訴，當中最主要是
電子機票的送遞延遲，其次是價格的爭拗，以及網站
不能免費更改出發日期、電話更改需要收費、網站沒
有通知航班被取消，消費者到出發當天去到機場才知
道等。
投訴人蔣先生於中介機票訂購網站，以信用卡購買
一張從上海往返巴黎的特價機票，隨即收到網站發送
確認機票的電郵，但未能在24小時內收到正式的電
子機票。他於是致電公司的客戶服務熱線查詢，獲悉
電子機票會在48小時內發出。蔣先生於兩日後仍未
收到機票，該公司表示由於相關航空公司的系統出
錯，所以未能提供電子機票予他。經過多次與網站公
司和航空公司的交涉，最後發現原來當天航空公司標
示了錯誤票價。
按航空公司的立場，若顧客在網上提交訂單並成功
付款，航空公司也會確認該宗交易。但由於網站公司
收到蔣先生的票款後，沒有及時支付予航空公司，故
造成蔣先生的訂單取消。經消委會調停後，網站公司
最終發出電子機票予他。
另一名投訴人施先生看到一間廉價航空的網站可以
免費更改出發日期，他以20,000多元買了5張往日本
的機票，後來決定延期出發，但發現網站上沒有更改
日期功能，他致電航空公司，才知道改機票要補
6,000多元，職員指因為電話和網上訂票條款不同，
投訴人認為不合理，經消委會介入後獲航空公司退
款。

改出發日期補錢易惹誤會
消委會表示，今年首11個月的網購機票投訴涉及
金額達150萬元，較去年同期64萬元多逾1倍。消
委會提醒市民，網上購買機票，必須事先做好準
備，特別是搶購特價機票，要事先集齊所有資料，
核對正確無誤；並須留意不同級別的機票會有不同
限制，如更改及退票的權利及費用等，尤其一些廉
價航班，收費名目繁多，消費者要小心留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聖誕臨
近，天氣變得寒冷，不少市民都會買電暖爐
於家中過冬。消委會測試市面15款不同款式
的電暖爐，發現有6款電暖爐安全測試不達
標，其中兩款暖風機在非正常操作下，部分
零件有機會過熱燃燒。經機電工程署跟進
後，兩個型號的代理商先後登報通知用戶安
排更換產品。消委會呼籲，尚未更換該兩個
型號的電暖爐的消費者應盡快更換。
消委會測試市面15款型號的電暖爐，包括

陶瓷暖風機、遠紅外線電暖爐、充油式暖爐
等，售價由99元至近1,500元，測試發現1款
樣本防觸電保護、絕緣不符合標準要求；4款
樣本電線裝置及接地未如理想，更有2款樣本
在非正常操作下會過熱燃燒。消委會表示，整
體安全結果滿意，正常操作不會構成危險。

豐澤三禾零件過熱燃燒
消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委員許樹源表

示，「豐澤牌Fortress」及「三禾Sanwa」的
一款暖風機，在非正常情況下操作，例如模
擬內置風扇、過熱斷路器及過熱保險絲失靈
的情況下操作，兩款的部分零件都出現過熱
燃燒，顯示可能有潛在火警危險。他指，機
電工程署分析測試結果後，已聯絡供應商跟
進，安排消費者更換產品。
另外，消委會表示電暖爐最重要是耐熱絕

緣，不過一款「美的Midea」電暖爐的內部
部分電線非常接近可接觸位置，絕緣不足，
而且操作時越來越熱，測試時令桌面和附近
牆壁都升溫超標。同時，有多款電暖爐的電
線裝置及接地都未如理想，例如「德國
寶」、「Turbo Italy」等。
機電工程署則表示，經詳細分析測試結果

後，已聯絡供應商跟進，亦已登報通知用戶安
排免費更換產品。機電署亦提醒消費者，當發
現電暖爐有不正常的情況，應立即停用，把電
源關掉，並聯絡供應商檢查和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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