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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被揭在最近兩年收取
壹傳媒老闆黎智英合共600萬元捐獻，總計8年來共收
取2600萬元的巨額捐款，但教區卻證實陳日君近年並
沒有以個人名義資助教區的任何活動。陳日君身為香
港教區前任主教，多年來以神職人員身份收取巨款，
但教區一直蒙在鼓裡，說明陳日君從來沒向教區申
報，究竟這筆龐大捐款用在何處，令人質疑。陳日君
2011 年曾承認捐款是用作資助內地的地下教會等用
途，這顯然是干預內地宗教政策和事務的非法行為。
陳日君必須向公眾交待新收的捐款是否用作干預內地
教會事務。香港教區也應徹查事件，以維護自身聲
譽。

近日黎智英再次被揭發在近兩年來，給予陳日君
600萬元的捐款。陳日君卸任港區主教多時，竟然繼
續獲黎智英巨額獻金，已經令外界質疑。教區更表
示，過去多年來都沒有收到陳日君轉交的捐款，即是
說8年來共2600萬元的獻金全數落入陳日君口袋。有
教區人士指出，教會一般都會禁止牧師或其他神職人
員以個人名義收受捐款。但陳日君不單一直秘密收取
巨款，更從來沒有申報或轉交教區，當中顯然存有不
可告人的目的。

2011年「Foxy解密」已經揭露，陳日君在2005年至
2010年間共獲得黎智英高達2000萬元的捐款，而教區

亦指沒有收過有關捐款。面對各界質疑，陳日君最終
承認自己在身為主教時，捐助內地地下教會。眾所周
知，內地宗教界與港澳宗教界交往要遵循「一國兩
制」的方針，貫徹「互不隸屬，互不干涉，互相尊
重」的原則。未經內地宗教管理部門批准，若境外機
構和人士捐款給那些尚未登記在冊的地下教會，是不
合法的，也是違反「一國兩制」精神，干預內地宗教
政策和事務的非法行為，在當時受到了社會輿論抨
擊。現在陳日君又再東窗事發，其中是否涉及干預內
地宗教事務的經費，必須向公眾交待。

陳日君多年來一直以神職人員身份高調參與政治。
「維基解密」早已揭露陳日君與黎智英、李柱銘、陳
方安生組成的「四人幫」，是美國刻意在港扶植的政
治勢力，藉此對反對派發號施令。陳日君極度熱衷政
治，被稱為態度偏激的「政治主教」。陳日君將「黑
金政治」引入教區，利用自身在宗教上的影響力，達
到政治上的目的。「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
撒」。陳日君一直利用神職人員身份高度參與政治，
為金主鞍前馬後，將教眾變成其政治棋子，明顯逾越
了宗教與政治的界線，也是將教區推向政治的角力
場。教眾應看清其真面目，教區也應徹查事件，阻止
害群之馬損害教區聲譽。

（相關新聞刊A1版）

陳日君須交待巨額獻金作何用
美資福喜為包括麥當勞在內多家

美式大型連鎖食肆生產多種肉類食
品。其廠房於本星期日被揭發使用
過期兼發霉肉類後，本港麥當勞曾
兩度發聲明，表明沒有任何來自福
喜的食品。但食安中心昨日證實，
過去一年福喜有肉類供港麥當勞。
「黑心肉」發生後，香港麥當勞不
僅沒有及時交代事件真相，反而刻
意隱瞞，任由問題食物危及市民健
康，當局應依法追究刑責，以儆效
尤。

據食環署披露，麥當勞在今年5月
和去年7至12月期間，分別從福喜購
入熟雞腿肉和 10 個批次冷藏豬肉
餅。麥當勞昨日終於承認曾進口福喜
的脆辣雞腿及吉列豬塊。麥當勞出售
涉及福喜的食品，批次多，而且使用
了一段時間，理應存有記錄，但卻多
番對外否認，說明麥當勞是有意隱瞞
事件。

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所
有在香港出售的食物，不論進口或本

地生產，必須適宜供人食用，亦須符
合有關食物安全及標準的規例，違反
有關規定最高可被罰款港幣5萬元及
監禁6個月。任何人如售賣食物，而
其性質、物質或品質與購買人所要求
的食物所具有者不符，以致對購買人
不利，即屬違法，最高罰則為罰款港
幣1萬元及監禁3個月。「黑心肉」
會引發細菌感染風險，麥當勞在食環
署追查後方承認出售有問題食物，反
映麥當勞刻意隱瞞事件，罔顧市民健
康，當局必須調查事件並追究其法律
責任。

美資上海福喜隸屬的美國 OSI 集
團，是世界上最大的肉類及蔬菜加工
集團，也是麥當勞、百勝集團等美國
企業的重要合作夥伴。這家世界知名
肉類加工企業卻被揭發存在食品安全
問題，包括違規篡改生產日期、將過
期或變質原料回爐後再生產，以及將
次品混入合格產品中出售，美國總公
司難辭其咎，需承擔責任。

（相關新聞刊A3版）

麥當勞隱瞞「黑心肉」須追究

A3 重要新聞

食安爆麥記講大話賣「黑心肉」
問題脆辣雞腿豬扒全售出 署方禁福喜所有食品入口

食環署助理署長（食安中心）李小苑召開記者會表示，前日傍
晚與香港麥當勞管理層開會，對方承認於今年5月曾入口來

自上海福喜的脆辣雞腿，以及於2013年7月至12月期間，進口10
個批次的冷藏豬肉餅，且已全數流出市面，再無存貨。

麥記數百樣本未發現有發霉食物
李小苑表示，本周二抽查過本港麥當勞的儲存倉庫，檢查了數
百個樣本，沒有發現有過期或發霉發臭的食物。但為審慎起見，
署方決定暫時禁止所有福喜廠房的製品入口香港，呼籲有商戶若
有存貨，應停止銷售並立即通知食安中心跟進。
對於近日有傳媒報道，上海福喜除了供貨給麥當勞，亦有供貨
給肯德基、必勝客、吉野家、Burger King、宜家傢俬等，食環署
亦已從市面多間零售店，包括以上多間被指從上海福喜取貨的食
店，抽取1,000個肉類食物樣本化驗，正等候化驗結果。
李小苑說，多間大型連鎖食肆已回覆食環署並無進口福喜食
物，而該些連鎖快餐店衛生情況亦令人滿意，惟有一間未回應，
但她不肯透露名字。至於有否福喜其他廠房產品進口本港，中心
指仍要調查。

聲明內容前後不一 麥記曾拒說產地
香港麥當勞昨日被食安中心揭發「講大話」後，隨即發出聲
明，指當日立即全面檢查食品貨存，確實沒有發現來自上海福喜
食材，並立即向公衆交代。但其後繼續翻查以往的出售及存倉紀
錄，才得悉在2013年7月至2014年2月期間，曾從上海福喜進口
吉列豬塊；另於2014年5月中至6月，短暫進口脆辣雞腿。麥當
勞指出，該些批次食品都是在符合政府法例及檢驗標準的情況下
出入口。
麥當勞又以「嚴正聲明」指出，現時香港麥當勞出售的所有食
品，均非來自涉案的上海福喜，尤其麥樂雞在過去24個月以來，
均非採購自上海福喜。現時只有數款產品由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提
供，分別是自來河北福喜的麥樂雞、脆辣雞腿及晚市的薄切牛，
以及由廣州福喜供應的蔬菜產品。聲明亦強調，所有進口食材均
符合食安標準，並宣布終止與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合作。
不過，香港麥當勞最初回應傳媒查詢時，稱「沒有任何食品是

來自近日內地報道中所提及的食品廠房」，其後有網民貼圖指麥
樂雞來自河北的福喜後，麥當勞才改口承認有用福喜集團的食
材，但不肯透露產地來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美資上海福喜食物

公司被內地傳媒揭發出售過期「黑心肉」後，霉肉風波

牽連至本港。食環署食物安全中心昨日證實，本港麥當

勞曾入口上海福喜公司的食材，但已全部售出。食環署

同日宣布，即時暫停福喜所有廠房的食品進口香港；至

於已進口的則須封存，不可出售。香港麥當勞被「踢

爆」賣「黑心肉」後，隨即發出聲明指，早前否認有進

口上海福喜食品乃因發放資訊有混亂所致，令訊息前後

不一，就此向顧客致歉。

協議同步發消息 食安：絕無此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今次福喜

事件上，香港麥當勞被揭「講大話」後
隨即「補鑊」，向公眾致歉。不過，香
港麥當勞的聲明同時指出，原定昨日與
食安中心協商後再向公衆交代事件，惟
對方爽約，更單方面召開記者會，對此
表示遺憾。食安中心發言人昨晚回應查
詢時嚴正指出，有關聲明與事實不符。

麥記：電話會議阻公司發新聞稿
香港麥當勞指出，該公司於本月23日
曾與食安中心人員進行電話會議，雙方
有討論同步發放消息的意願。該公司應
要求於昨日向署方提供有關餐廳的倉存
紀錄，並約定於昨日下午 2時30分再次
舉行電話會議，商討進一步行動及如何

發放消息，但署方代表並未有出席會
議，更已單方面召開記者會。香港麥當
勞稱，為配合與食安中心的電話會議，
阻延公司發放新聞稿的計劃，對此深表
遺憾。
食安中心發言人回應時嚴正指出，有

關聲明與事實不符。發言人承認，中心
前日曾與麥當勞進行電話會議，以取得
福喜食品的進一步資料，對方曾在會議
上提出要求同步發放消息，惟中心並無
同意有關建議。
因應事態發展，中心昨日決定即時暫

停內地所有福喜食品進口及封存所有已
進口的食品，亦在召開記者會的同時，
同步聯繫麥當勞進行另一輪電話會議，
會議上並無就消息發放有過任何協議。

肯德基「斬纜」拒用 美福喜主席致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胡瑋燦上海

報道）上海福喜「過期肉」事件繼續發酵，
被捲入風口浪尖的肯德基、麥記紛紛以實際
行動表明立場。肯德基所屬百勝集團宣布即
刻停止向內地福喜採購原料，斷然與之「分
手」，麥記則不及前者決絕，在終止與上海
福喜的合作後，仍選擇河南、河北福喜作為
替代。此外，事發多日後，美國福喜集團全
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謝爾登．拉溫昨日終於
打破沉默，向所有內地消費者致歉。

麥記改向河南河北福喜採購
麥記昨日凌晨發布聲明，表達了對此事件

的震驚與憤慨，並將之描述為「慘痛的教
訓」，譴責福喜方面的違法行為與其「堅守

的核心價值背道而馳」。話雖如此，卻並未
對福喜「下狠手」。聲明寫道，基於美國福
喜集團作出的承諾與表態，麥記決定終止與
上海福喜的業務合作，並逐步將供應來源調
整為河南福喜，其間還將繼續向河北福喜採
購部分產品。公開資料顯示，河南福喜於去
年10月正式投產。
相比之下，肯德基所屬百勝集團的態度則

頗為堅決。百勝集團譴責作為大型跨國企業
的福喜集團，旗下公司居然發生由管理人員
主導、有組織實施的違法、違規及不誠信行
為，令人難以置信且無法接受。聲明明確指
出，百勝集團即刻全面停止向內地福喜（包
括上海福喜）的採購，並將視政府部門的最
終調查結果，保留對福喜集團採取一切法律

行動的權利。
自本周日晚被曝光上海工廠的卑劣行徑

後，美國福喜集團全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謝
爾登．拉溫昨日終於發聲，向所有內地消費
者致歉。拉溫在其官方網站發表致歉聲明，
稱「發生在上海福喜的事件是完全不能接受
的，我不為之辯護，也不做辯解。」
「這樣做完全是錯誤的，這樣的事情發生

在我的公司，令我震驚，」拉溫寫道，他代
表上海福喜，代表美國福喜集團，真誠地向
內地客戶道歉，「我們將對自己的過錯承擔
責任，並確保以後決不會再發生類似情況，
這是我個人的承諾，也是集團的承諾。」
日前，上海市公安局已刑事拘留上海福喜食

品公司負責人、質量經理等5名涉案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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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上海福喜食
品公司被揭發使用過期食材，香港麥當勞亦同
時被揭去年開始已曾進口由上海福喜的「黑心
肉」，更流出市面，暴露本港衛生署抽驗食物
的漏洞。有立法會議員建議當局在進口食物方
面引入標籤條例，同時加強食環署人手，增加
進行抽驗次數，以阻嚇無良商人進口「黑心」
食物。
據了解，本港現時入口熟食食品是不需要

任何牌照或衛生證明，當食品進口至香港
後，食環署會進行抽驗；而未經煮熟的食品
則需要出產地的衛生檢疫證明，以及入口商
的衛生證明，署方只會進行抽驗；出口商與
入口商的衛生證明，是否能確定食物安全則
存疑。署方表示，無論食品是否熟與否，均
會進行抽驗，強調一旦發生事故，可以追索
源頭。

麥美娟批港麥記企圖隱瞞資料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表示，食物安全及環

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應檢討現時抽驗進口食品的機
制。她認為，署方應該加強檢控和巡查，防止不
法商人抱僥倖心理，達致阻嚇作用。她同時建議
引入標籤條例，清楚例明食品有關資料。
另方面，麥美娟亦批評香港麥當勞企圖隱

瞞資料，認為在上海福喜被揭露食材出現問
題時，香港麥當勞以「沒有任何食品是來自
近日內地報道中所提及的食品廠房」，企圖
隱瞞，其後被人拍到照片才說是河北福喜，
「直至昨日食環署證實後，才承認有向上海
福喜購入食材，這個做法根本是企圖隱
瞞！」

陳恒鑌促食安檢討挽市民信心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亦認為，從上海

福喜使用「黑心肉」事件中，看到署方在抽
驗食品的過程存在漏洞。他指出，過去大眾
會認為食安中心為食物安全的一個把關，但

事件發生後，令市民失去信心，認為中心未來有必要就
食物安全測檢進行檢討，挽回市民信心。
對於有指未經煮熟的食物入口香港，所持有的生產地

發出的衛生牌照證明能否確保食物安全，陳恒鑌認為當
局需再就有關方面進行研究。他認為，不單進口食物，
即使本地製作的食品亦需要加強抽檢。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則相信麥當勞並非有意隱

瞞，認為大型跨國公司不會去隱瞞事件，且終究亦隱瞞
不了。他又說，食環署所有單據需要儲存一段長時間，
「因此一旦出事，總能追索源頭，是瞞不了。」

麥當勞今次被「踢爆」出售
「過期肉」事件，其實總公司位
於美國的麥當勞過去多次被指使
用有問題食品。2010年3月，美
國營養師布魯索以麥當勞「快樂

兒童餐」做了個試驗，結果發現2009年購買的
漢堡及薯條在一年後仍然完好無損，指責麥當
勞食品防腐劑太多。

就在同一個月，台灣麥當勞漢堡被查出含有
防腐劑丙酸鹽，當時麥當勞方面坦然承認，但
強調丙酸鹽是符合當地衛生部門標準的防腐
劑，丙酸鹽的含量並少於法定的標準。麥當勞

更謂，每一個要賣出去的漢堡包內，都含有丙
酸鹽，且暫不會更改添加丙酸鹽的配方。

去年7月，麥當勞、肯德基被爆出可食用冰
塊上的菌落數量高於國家標準，竟然比馬桶水
箱中的水還要髒。

今年4月，麥當勞承認面向歐洲市場的部分
肉雞是以轉基因飼料餵養。據報道，麥當勞德
國公司發言人索伯(Nicolasvon Sobbe)對媒體表
示，從今年第二季度起，麥當勞針對27個歐洲
國家市場，將不再要求其肉雞供應商「完全使
用非轉基因飼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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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執法人員在問題肉類食品原料現場核對
和查封。 資料圖片

■傳媒揭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食物加工違
規。 資料圖片

■麥當勞「麥麥送」餐單中，麥樂雞和脆辣雞腿飽顯示為「暫停供應」。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