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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進口飲品及甜點菌超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食物安全中心昨

日公布，市面上一款奶類飲品及一款冰凍甜點
被驗出衛生情況欠佳，有關食品已在入口層面
被封存，並無流入本港市面。涉及的產品為
Austasia Food HK Ltd入口、每盒946毫升的
「綠田源」巴士德消毒及均質處理朱古力麥精
奶類飲品；另一款產品為 China Treasure
Group Ltd入口、每支65克的「iQuality」 粟
米冰凍甜點。

食安已向涉事入口商發警告
食安中心發言人表示，中心從入口層面抽取

的樣本發現，1個朱古力麥精奶類飲品樣本被
檢出每毫升細菌含量290萬個，超出每毫升最
多含有3萬個細菌的法例上限；另外5個冰凍
甜點樣本則被檢出大腸菌群含量每克300個至
630個，超出每克最多含100個大腸菌群的法例
上限，中心已向涉事的入口商發出警告。

流感疫苗資助增至16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港府將於

2014/15年度流感季節，增加兒童及長者的
「疫苗資助計劃」資助額。衛生署衛生防護中
心昨日表示，每劑資助額將由130元增至160
元，當局期望鼓勵更多合資格幼童與長者及早
接種，並在冬季流感季節前作好保護。另外，
四價流感疫苗已獲註冊並取代三價疫苗，「政
府防疫注射計劃」將由11月3日起為合資格群
組於公營診所、醫院，以及安老和殘疾人士院

舍免費注射。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梁挺雄表示，由10月6日

起，到已參與「疫苗資助計劃」的私家醫生接
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每劑資助額將由130元增
至160元。他表示，年滿6個月至未滿6歲兒
童，以及65歲或以上長者均可獲資助，至今約
1,600名私家醫生已登記參與計劃。至於從未接
種肺炎球菌疫苗的合資格長者，亦可獲每劑肺
炎球菌疫苗190元資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聯合醫院一名病理科醫生早
前被揭去年10月至今年5月，錯誤分析118份病理報告。
院方再次核對有關病人的病歷檔案和病理報告後，發現另
有4名病人在期間死亡，總數是7名病人。聯合醫院再次向
受影響的病人及家屬致歉。
院方表示，該4宗新發現個案的病理報告都沒有診斷錯

誤，只需輕微修正內容，治療計劃亦沒有變更，有關病人
的死亡與病理報告修正無關。聯合醫院早前已委任6人小
組調查事件，會在8星期內完成報告，並提出改善建議，
報告將呈交醫管局。

病理報告風波 再揭4病人離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港府統計處昨日公布，今
年7月份整體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4%，較6月份的3.6%
明顯增高。若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後，7月
份基本通脹率按年升3.3%，則較6月份的3.4%略低。政府
發言人指出，基本通脹緩和的趨勢在7月份持續，主要是
受惠於私人房屋租金的按年升幅放緩，以及進口價格升幅
溫和所致。然而，整體通脹在7月份回升，主要是因為部
分住戶已用完政府所提供的一次性電費補貼。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本港最新的消費物價指數，7月份整

體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4%。數據顯示，7月份甲類、乙
類及丙類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幅分別為 4.6%、4%及
3.5%；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後，相應升幅
分別為3.6%、3.3%及2.9%。
在各項消費項目中，電力、燃氣及水價格錄得最高的

24.8%按年升幅，其次為煙酒(7%)、住屋(4.6%)、外出用膳
(4.4%)、食品(不包括外出用膳)(3.5%)、雜項物品(2.9%)、雜
項服務(2.7%)、交通(2.3%）及衣履(2%)。耐用物品的價格
則錄得3.1%的按年跌幅。
政府發言人表示，鑑於來自本地及外圍的價格壓力大致

溫和，基本通脹在今年餘下時間應會維持受控，當局會繼
續密切留意通脹走勢，並對其為低收入人士所帶來的影響
保持警覺。

私樓加租放緩 上月通脹微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港人手機平板
「機不離手」，有調查發現91%受訪港人每日瀏
覽facebook（面書），當中有74%在家中用手機
上facebook、64%在學校使用及有47%上班時使
用。調查又發現 facebook使用者中，有44%經
facebook得知第一手新聞，是花費在傳統媒體上
的3倍。facebook認為，香港手機滲透率高，客戶
應善用商機，多利用網上平台宣傳。
打工仔每日上班下班，最常見的行為莫過於變

身低頭族把玩手機平板，facebook香港早前委託
市場研究公司進行調查，發現港人平均擁有4.6部
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整體1,068名受訪18歲以
上港人中，更有91%是facebook用家，比內地知
名品牌WeChat多出39個百分點。調查又發現，
受訪facebook用家中，多達74%表示會在家中用
電話瀏覽facebook。

44%低頭族靠面書睇新聞
調查亦發現facebook用家中有44%經facebook

取得第一手新聞資訊，而不再是經由傳統媒體如
報章、雜誌及電視，所花時間更是以往在傳統媒
體上的3倍。facebook指，低頭族寧願每日減少
15%至21%時間在傳統媒體上，反而花費多8%時
間在facebook上，可見資訊的流動已成新趨勢。
再者，調查指 facebook用家中分別有58%及
42%，曾在facebook上瀏覽及分享短片；甚至每4
個用家中就有1人，會就購物及旅行「開post」尋

求朋友意見。facebook指，市場資訊五花八門，其他人的
留言及意見往往左右消費意向，故市場推廣及內容出版商
只要能掌握網絡平台的使用，就能更有效地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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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調查發現，91%受訪用家每日瀏覽facebook，
當中有74%在家中使用、64%在學校使用及有47%上班時
使用。 郭兆東攝

巴士線續重組 元朗遇阻力
區員：M線「順哥情失嫂意」取消264M難達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繼北區及屯門落實巴士路線重組後，政府計劃再在沙

田、大埔及元朗等區推巴士重組，但元朗的關鍵方案、天水圍M線重組卻面對巨大地區

阻力。運輸署指，現時有關路線迂迴冗長且互相重疊，重組後可節省行車時間，期望區

議員可以互諒互讓，先落實有關方案，並承諾會與巴士公司密切留意巴士服務的需求。

運輸署提出的M線重組方案，建議修改69M、
265M與269M路線，以分別集中服務天水圍西

南、西北和東北部。而客量較低的264M線(天恩邨-
青衣鐵路站)則建議取消，再將節省到的11輛巴士調
至296M、69M及較多乘客選搭的B1與968線。

運署：圍城南北發展時期有別「惹禍」
運輸署發言人表示，由於天水圍南與北的發展時

期各異，造成多條來往天水圍及葵青區的巴士線出
現路線迂迴冗長、路線互相重疊等問題，很多時候
巴士在天水圍北載滿乘客後，到天水圍南已載不了
客；而264M線亦需耗時30分鐘才能離開天水圍
區，最繁忙時段的載客量卻只有44%。
發言人指，重組方案一旦落實，自天恆邨出發的

265M線經過天華路後，便可直接前往大欖隧道，預計
有60%乘客即7,600人，每程可節省8分鐘至12分鐘，

估計他們合共每年可節省約30萬小時。發言人又慨歎，
該署就重組方案已討論逾1年時間，並召開了逾50場簡
介會，期望當區區議員可互諒互讓，先落實方案。

陸頌雄盼政府勿「硬推」方案
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主席陸頌雄表示，

現時政府方案「順得哥情失嫂意」，M線重組的確
暫時未有共識，當中取消264M線方案更令議員感到
為難，「市民始終希望有多一條路線可供選擇，但
若不取消該線又難有效運用資源到有需求的路
線。」他希望政府不要「硬推」方案，以免影響區
議會與政府的夥伴關係。元朗嘉湖北區議員李月民
則對M線重組方案沒大異議，但指若路線取消，應
在區內增加巴士數量作補償。

電腦節推99元40吋電視吸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一年一度的「電腦
節通訊節」今日開鑼，有參展商推出99元限量發售
50部40吋電視兼送一年電視頻道服務費，預計市民
反應熱烈。排頭位市民表示，前晚已到會展排隊購
買限量電視，誓言「志在必得」，不惜通宵排隊。
另外，有攤位推出「5元特價區」，每日限量發售
電腦讀卡器、滑鼠及耳機等。香港電腦商會指一連
4日的電腦節，預計入場人數將較去年增10%。

料人流較去年增10%
今年電腦節最引人矚目的是樂視電視Letv推出99
元智能電視優惠，其市場部高級主任蘇志恒指出，優
惠只限首天，限量50部40吋樂視超級電視S40 Air
「限量測試版」供入場人士即場搶購。他指，優惠價
包括電視機價及一年樂視TV版12個月服務費。
他透露，前日已有市民在會場外排隊等候搶購

電視，為避免市民因搶購而發生意外，公司安排
職員於今晨8時開始派籌及登記資料。他又指，
公司由今日起至24日，每日會設兩場拍賣會，拍
賣共 30 部樂視超級電視 X50 Air「限量測試
版」，市民可以無底價、無限定、每口叫價形式
拍賣，價高者得。
在會展場外，排頭位的楊先生表示，前晚7時已到
達會場外，目標是99元的樂視電視。他指，適逢家

中需要換一部新電視，在網上得悉優惠，擔心多人
搶購，故提早前來排隊。
另一參展商Lenovo今年為了優惠市民，由明日起

至25日，每日下午3時半推出一系列電腦及平板電
腦產品的限時限量優惠。參展商透露，其中IDEA-

PAD G50-30會由原價4,698元減至3,399元發售；
IDEAPAD B40-70則由原價5,898元減至4,099元。
另外，位於攤位M27的維嘉香港有限公司今年推出
「5元特價區」，貨品包括耳機、讀卡器及滑鼠等，
予市民「執平貨」。

▲一年一度的「電腦節通訊
節」今日開鑼，香港電腦商
會預計，人流較去年增
10%。 梁祖彝攝

◀位於攤位M27的維嘉香港有
限公司今年推出「5元特價
區」，貨品包括耳機、讀卡器
予市民「執平貨」。張文鈴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婷）胃痛雖屬常見都市
病，但若治理不宜，亦有可能會引致胃炎，甚至是
胃癌。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發現，中醫藥治療慢性
胃炎的總有效率達95%；亦有效阻斷或逆轉已出現

胃癌前病變症狀患者的病情。負責研究的浸大中醫
藥學院臨床部高級講師張學斌表示，大部分患者的
症狀涉及脾胃與肝胃，相信與香港潮濕氣候、患者
工作壓力大與飲食習慣有關，建議市民進食速度不

要過快，並少吃過熱、過
冷、肥膩與辛辣食物。
胃痛若治理不宜，可引致

「慢性淺表性胃炎」或「慢
性萎縮性胃炎」，病人會感
到上腹脹痛或脹滿、食量減
少、體力下降；若病情惡
化，更有機會演變成「腸上
皮化生」、「不典型增生」
等胃癌前期病變階段，大大
增加罹患胃癌的風險。
浸大中醫藥學院於2012年

8月至今年4月進行臨床研究，對127名患慢性胃炎1
個月至40年、年齡介乎17歲至80歲的病人，提供一
星期至一年半的中醫藥治療及藥膳調理。結果發
現，中醫藥治療慢性胃炎的總有效率高達95%，81
人胃脹痛的感覺完全消失，半年至一年半內沒有復
發。
研究對象中，22名「慢性萎縮性胃炎」患者已出

現胃癌前病變症狀，當中20人經治療後，胃脹痛的
感覺減退或完全消失；12人更在半年至一年半內沒
有復發，並逆轉至胃炎早期階段。

中藥治慢性胃炎有效率95% ■浸大中醫藥
學院發現，中
醫藥治療慢性
胃炎的總有效
率達九成半。
右 起 ： 唐 先
生、張學斌。

陳敏婷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醜聞愈揭愈臭，
繼高鐵超支及服務頻頻延誤後，日前更爆出刻意輾
斃流浪狗一事，被各界人士炮轟港鐵漠視生命。據
報道指，港鐵職員前日於東鐵線粉嶺站發現狗隻
後，曾剎停共3班列車，令東鐵線於新界北的列車服
務因而暫停約6分鐘，但港鐵職員仍未能將狗隻帶離
路軌。
事件引起公憤，有市民在網上發起聯署，要求港

鐵及政府回應事件。據了解，截至昨日傍晚，已有
至少75,000人聯署。
有指港鐵員工因背負「8分鐘延誤事故通報機制」

下，超時延誤就須上報及罰款的壓力，控制中心強
行決定恢復通車，並指示車長及內地城際列車司
機，改以人手駕駛及低速前進，約半小時後發現懷
疑遭城際列車輾斃的流浪狗屍體。
事件「點燃」公眾怒火，質疑港鐵再次將公司盈

利凌駕公眾利益，甚至是生命尊嚴之上。雖然港鐵
即晚發出聲明指「沒有發現狗隻」，惟翌日市民踴
躍發布照片，力證事發時港鐵職員早已發現狗隻，
拆穿港鐵大話連篇的虛假面具。
港鐵其後承認港鐵職員「發現有狗隻」，又稱職

員嘗試帶狗隻離去時「因狗隻掙扎，一位港鐵職員
受傷」，及後「進行搜索，但無發現」，認為狗隻
留在月台底部，情況安全，遂決定通車。自由黨寵
物權益組狠批港鐵明知有狗隻在路軌，仍容許列車
行駛，等同虐畜，促請港鐵盡快交代事件，並設立
機制防止同類事件再發生。

港鐵車死狗 7.5萬人聯署促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