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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錢「黃金期」 頓變「黑暗期」

雞販生意料挫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聶曉輝)
農曆新年將至，卻突然有供港活雞被驗
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毒，導致全港須
停售活雞 21 天，令雞販素來視為生意黃
金期的農曆新年頓變「黑暗期」，損失
慘重。雞販唯有見招拆招，多入冰鮮雞
作「救亡」，但由於冰鮮雞價錢只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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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的 30%，料整體生意額急挫 50%。H7
來襲亦打亂了市民的團年飯、開年飯計
劃，有市民更稱今次真的是「拜神唔見
雞」，惟有改用燒肉拜神，團年飯則改
吃冰鮮雞。有酒樓卻表示，近年經歷多
次「殺雞」事件後，市民都明白吃雞並
無感染禽流感風險，且絕大部分均已轉
吃冰鮮雞，故對一般食肆影響輕微。

九龍城街市雞檔檔主梁太表示，其檔口平日每
日約售 120 多隻雞，當中 90%為本地雞。她

稱，以往單是年廿八已可售出 180 隻活雞、年廿
九可售200多隻、年三十更達300多隻，惟昨日首
日暫停出售活雞，生意即挫 50%。她指，一旦休
市 21 日，包括租金、水電煤及員工薪金等開支，
預料損失近10萬元。

冰鮮雞「救亡」價錢僅活雞30%
梁太指，不少顧客取消訂單生意，即使酒樓食
肆或部分顧客的訂單願意轉買冰鮮雞，價錢亦只
及活雞的 30%，「有個顧客原本訂購了 5 隻活
雞，但最終只要 2 隻冰鮮雞」。她透露，會追加
冰鮮雞的取貨量以應付市民需求，料今日會取
200 隻，明天則取 300 隻。而每隻冰鮮雞（約重 2
斤）的售價則由平日的38元，加至42元。
九龍城街市另一雞檔檔主玲姐亦指「禁活雞令」
令農曆新年生意額下跌40%至50%。她表示，今年
新年活雞零售價每隻售110元至120元，較去年便
宜，原本單是昨日的訂單已有 50 張。她原本計劃
昨日入貨約250隻雞，較平日多約3倍，可是停售
活雞卻令生意由「黃金期」陷入「黑暗期」。
玲姐說，市民始終喜歡吃新鮮雞，冰鮮雞不是
太多人選擇，又認為當局應該將本地與內地活雞
的檢疫分開處理，不致出現內地活雞染禽流感，
連本地活雞都要銷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一批順
德供港活雞前日證實帶有 H7 禽流感病
毒，並已送到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
港府隨即將市場列為疫點。漁護署、食環
署及衛生署等約 50 名人員於昨晨 10 時半
起，用液態二氧化碳銷毀市場內約 2 萬隻
活家禽，直至昨晚完成。市場將暫停活禽
交易21日至2月18日。

市民：
「真是拜神唔見雞了！」
到街市買菜的譚先生知道無活雞供應感到失
望，無奈地說：「今次真的是拜神唔見雞了」。
他稱，團年飯會改吃冰鮮雞，但拜神則會改用燒
肉。而習慣吃冰鮮雞的葉女士則認為，禁售活雞
對她影響不大，「冰鮮雞價錢亦較活雞平，再者
我們家較喜歡炒雞肉，甚少吃白切雞，故不會非
吃活雞不可」。另外，有食肆表示，一早已轉用
冰鮮雞，對生意並無影響，更預期農曆新年的生
意會增加30%至40%。
聚福樓董事總經理黃傑龍指出，今次停售活雞
對一般食肆影響輕微。他解釋指，本港過去 10 年
經歷 5 次殺雞，「第一次就聞雞色變，市民連雞
也不敢吃，但現在他們都明白到只有接觸活禽才
有感染禽流感風險，都不怕吃雞。」

殺雞人員 先做體檢
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的大閘，昨晨
貼上由漁護署發出的「扣留家禽令」。漁
護署及食環署等約 50 名人員穿上保護衣
物、膠手套，並戴上口罩，在昨日凌晨至
清晨時分陸續進駐批發市場。他們把垃圾

桶、膠箱、膠袋等銷毀活家禽的設備運進
市場，又不時灑水清洗雞籠、在地上灑消
毒粉，為銷毀共 2 萬隻內地供港活家禽和
本地活雞作準備。而衛生防護中心亦派員
到場，為漁護署及食環署人員進行身體檢
驗，確定是否適合進行銷毀工作。

撲殺行動 夜晚完成
活禽撲殺工作於昨晨10時半開始，共分
為兩階段。穿全套白色保護衣物的工作
人員先到位於興華街4號B場銷毀約1萬隻
活家禽，包括來自內地的活雞、竹絲雞及
鴿等，然後在傍晚移師到興華街 1 號 A
區，銷毀其餘的約 1 萬隻。工作人員首先
撲殺A場內的內地供港家禽，包括7,000隻

■漁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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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2,800隻竹絲雞和900隻鴿，內有前日
被驗出帶H7病毒的竹絲雞批次。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指，截至昨午
4 時，工作人員已銷毀約 1.1 萬隻家禽。
而整個撲殺行動則在昨晚完成。
工作人員分為 3 個隊伍進行銷毀工作。
他們先將家禽放入大型垃圾桶，然後注入
液態二氧化碳令活禽窒息，在活禽屍體撒
上消毒粉消毒後用黑色大密封膠袋包裹，
最後由密封的泥頭車分批把屍體運往將軍
澳堆填，棄置在隔離區域。
環保署發言人表示，政府有既定應變機
制處理這類事故，會與相關部門緊密合
作，並監察整個棄置過程，確保必要的預
防措施全面執行。發言人稱，把銷毀的雞
隻運往堆填區隔離處理，是合適和妥善的
做法。堆填區在設計、建造及運作模式
上，均可以配合處理特殊廢物而不會影響
環境衞生。

業界倡另闢市場專批發本地雞
保雞隻安全衞生。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昨陪同 10 名本地雞
農及批發商代表一同開會，他在會後表示當局
回應正面，並強調不希望見到血清測試前內地
雞和本地雞混合處理，承諾會盡快研究解決方
案。

何俊賢料加開市場難成事
何俊賢表示，在會上曾提出設置臨時市場，
但相信可能性較低。雖然政府表示會盡快做評
估，但預料會受到居民的阻力。他又說，會在
年初六或年初七再向政府跟進，至於賠償方
面，雙方並無就金額深入討論。
新界養雞同業會執委林圃生會後則表示，滿
意政府的回應，但指即使政府賠償予業界也不
可能全數賠償，只會是部分津貼。
新界養雞同業會理事長鄧煒麟批評政府把關
不力，認為當局應等待快速測試結果後，才將
雞隻放行往批發市場，確保雞隻不被污染。現
時的做法，連累無受感染的本地雞隻都無辜要

一批本地雞農和批發商昨日與高永文開會，
商討有關日後本地雞批發的安排。香港活家禽
批發商會會長徐名團昨日批評，政府的活雞供
港安排失策。他說，業界建議當局應在文錦渡
另設隔離區，當雞隻到達後，就要在隔離區內
等候測試結果，如無問題才將雞隻運出家禽批
發市場，確保市民食用安全。被問到對於賠償
有何建議，徐名團說，不會評論，最重要是確

被銷毀，他預料，在農曆年間，雞農損失數以
百萬計。鄧煒麟又說，稍後會與高永文會面，
並會要求政府改善雞隻檢疫制度，如當局不理
會，不排除有進一步行動，包括上街抗議。
另外，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表示，歸根
究底，最重要是政府如何看待漁農業發展，而
不是探討是否非進食活雞不可的問題。他又
說，事件發生後接獲好多市民及地區人士表示
關注，呼籲烹調雞隻要徹底煮熟方可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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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日本決定修改日本
初中和高中「學習
指導綱要」解說
書，妄稱釣魚島以
及韓日有爭議島嶼為日
本「固有領土」。中方
對此表示嚴重關切，已
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
港前日驗出一批廣東佛山順德供港
活雞有 H7 禽流感病毒，長沙灣家
禽批發市場約 2 萬隻家禽昨晨遭銷
毀。對於有雞販及批發商要求另設
一個批發市場，有醫學專家指由於
當中涉及傳播病毒的風險會增加，
並非單純開設另一個批發市場這樣
簡單，故需要考慮多種因素；至於
有建議當局在文錦渡設立隔離區，
另有專家則指做法值得考慮，但強
調如果有樣本出問題，隔離區所有
雞隻都必須銷毀。
對於設立第二個批發市場的可行
性，港大微生物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表示，H7 病毒在冬天環境可生存
一星期，若有染病的雞隻流入本
港，環境亦有可能受到污染，並成
為疫區，而附近出入的運載雞隻貨
車亦可能因此受到感染，再將病毒
傳到農場。因此要考慮多種因素及
風險，並非短時間另開設一個批發
市場這樣簡單。
袁國勇續說，過去 10 年內地有

憤怒鳥變偷窺鳥
美監控手機程式

中國

蘋果公司前日公布
截 至 去 年 12 月 28
日的首個財政季度
業績，大中華地區
(中國內地、香港和台
灣) 收 入 增 幅 冠 全 球 ，
按年增 29%，達 88.4 億
美 元 ( 約 686 億 港 元)，
與美洲區跌 1%形成鮮
明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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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嚴正交涉
日教材吞釣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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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昨
日繼續在內蒙古考
察。他分別視察了
伊利集團液態奶生
產基地、綠化企業以及
呼和浩特市兒童福利院
等機構。在視察伊利集
團時，習近平叮囑負責
人要高度重視食品安全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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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飆三成稱冠
大中華撐起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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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 6 年的新鴻基
地 產 (0016) 郭 氏 兄
弟爭產風波，終在
農曆新年前和解收
場。長子郭炳湘及其家
人，會與兩位弟弟及其
家人，獲得相同數量新
鴻基地產公司的股權，
料可獲市值逾 400 億元
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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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重視食品安全
習近平考察乳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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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兄弟各分 億

郭家爭產和氣完場

版面導讀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昨陪同 10 名本地雞
農及批發商代表與政府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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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勇：加開市場增風險

衞生防護中心昨日表示，已將運送該批
活雞的貨車司機送往瑪嘉烈醫院隔離，經
化驗後證實司機對 H7N9 病毒呈陰性反
應，但當局仍要對部分人進行醫學監察。
另外，一名文錦渡動物檢查站人員出現一
般病徵，他的呼吸道樣本經公共衞生化驗
服務處初步化驗後，證實對 H7 病毒呈陰
性反應。

他又稱，近年活雞價格愈來愈高，不少食客均
選擇售價較便宜的冰鮮雞，「加上現時冰鮮雞的
處理技術愈來愈好，市民亦更為接受。」他指
出，農曆新年期間的酒席，約 90%選吃冰鮮雞，
昨日致電選吃活雞的食客，全部均接受轉吃冰鮮
雞，對生意影響不大。

不希望兩地活雞混合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 針對日前香港食衛局在廣
東供港活雞樣本檢出 H7 禽流
感抗原陽性事件，廣東出入境
檢驗檢疫局昨日表示，經過連
夜對香港方面查出陽性的養殖
場存欄活雞進行複檢，結果顯
示為陰性。由於供港活禽涉及
運輸環節等因素，加之禽流感
傳播感染機制複雜，因此本次
個案原因尚需進一步與香港方
面調查、探討。
廣東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稱，
涉及本次事件的養殖場供港活
雞是自繁自養的，2013 年共
供港澳活禽 30 萬隻。1 月 27
日供應香港市場的這批活雞出
口前臨床檢查狀態正常，經檢
疫檢測合格，且雞場周邊 13
公里範圍內未有地方政府部門
發佈的環境樣品、活禽樣品或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的通報。
香港方面通報檢出 H7 抗原陽
性後，廣東檢驗檢疫局連夜擴
大採樣比例和範圍，對該場存
欄活雞進行了複檢，結果仍為
陰性，結合日常監管和檢測，
該場目前未發現禽流感疫情。

運雞司機 醫學觀察

食客接受冰鮮雞 酒樓影響輕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文森、鄭治
祖) 政府昨日與雞農和批發商代表召開 2 次會
議，有雞農表示，由昨日開始暫停售雞，預計
農曆新年期間損失數以百萬計。他們會後表
示，滿意政府的回應，又說在會上建議政府把
西區副食品市場，改為臨時家禽批發市場，讓
他們可以出到本地雞；亦建議日後將內地雞和
本地雞分流處理，避免連累無受感染的本地雞
隻都無辜要被銷毀。但至賠償方面，雙方則並
無就金額深入討論。

廣東：個案原因待查

50 人「行刑」日殺禽 2 萬

打機也被監控！美
國中情局前職員斯
諾登提供的密件顯
示，美英情報機關
透過智能手機應用程式
(app)搜集用家情報，目
標包括曾經風靡一時的
手機遊戲「憤怒鳥」和
Google Map 等 常 用 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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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宗H5N1人類感染個案，但不足
一年，H7N9 人類感染個案卻有
200 宗，顯示 H7N9 病毒較 H5N1
更容易由禽鳥傳給人。

陳基湘：文錦渡設隔離區可行
另外，有雞販要求在文錦渡設立
隔離區，等待禽流感測試結果證實
雞隻健康才運往長沙灣家禽批發市
場，避免市場內其他雞隻被牽連。
中大微生物學系系主任陳基湘認
為，有關建議可行，但隔離區雞隻
環境擠迫，感染風險較高，如果一
個樣本有問題，隔離區的所有雞隻
都必須銷毀。
至於有雞農要求在西環設立臨時
家禽批發市場，讓本地經檢疫的雞
隻存放及交易，陳基湘認為建議合
理，可減低對本地雞農的影響。但
他指有關市場只可屬臨時過渡性
質，因為多一個批發市場，傳播病
毒的風險會增加。他又說，長遠應
該考慮以中央屠宰方式取代活家禽
市場。

1月28日(第12/014期)攪珠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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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 $30,275,820

（0.5 注中）

二獎： $1,471,040
三獎： $104,600
多寶：$15,137,910

（2 注中）
（75 注中）

下次攪珠日期：1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