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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底大反黑 搜205地擒75人
被捕者多黑幫骨幹 揭招少年組「放數軍團」

投石攝「藍眼淚」損海洋生態挨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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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低排巴途經地區亦受惠焚化爐投標資格預審年初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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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年將至，食環署昨日起在
全港18區展開為期3周的歲晚
清潔大行動以迎接新歲。食環
署會加強清潔其管理的街市、
熟食中心及小販市場等設施，
並加強各區的潔淨及防治蟲鼠
工作。食環署亦會加設臨時垃
圾收集站，供市民棄置大型家
居廢物。食環署發言人昨日表
示，為迎接羊年，一年一度的
歲晚清潔大行動現已展開，呼
籲市民支持運動，保持家居、
社區及公眾地方環境衛生清
潔，迎接新歲。 ■文：文森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總警司馬志堅、警司陳
惠明及吳偉漢昨日向傳媒總結兩項行動成果時，

指有關行動已成功瓦解一個活躍於西九龍及兩個活躍
於新界北的黑幫組織，並揭發活躍西九的黑幫招攬青
少年組成「放數少年軍團」，進行非法放數及追債等
犯罪活動；又以每月約2,000元至3,000元報酬利誘青
少年，利用他們的銀行戶口收取高利貸的款項，相信
金額接近500萬元。
「O記」總警司馬志堅表示，警方較早時部署兩項

代號「破壁」及「高峰」反黑行動，派出臥底探員混
入目標幫會搜集犯罪情報。至本月17日及24日分別

認為時機成熟，兩度出擊打擊黑社會組織。

搜4武庫檢牛肉刀警棍毒品
行動中，警方共突擊搜查全港205處目標地點，拘
捕73男兩女（15歲至51歲），當中包括黑幫組織高
層成員，涉嫌管理黑社會、自稱黑幫成員、非法集
會、傷人、販毒、刑毀、非法放債等不同罪行。部分
被捕者，已被落案起訴，並遭法庭拒絕申請保釋，還
押候審。
警方還破獲4個黑幫武器庫，檢獲攻擊性武器包括

牛肉刀及伸縮警棍等，以及小量毒品。另外，警方亦

檢獲港幣現金約6萬元，以及一批懷疑與非法放債活
動有關的收債文件和借據。

兩酒吧帶走15「夜蒲」未成年人
另外，警方亦在兩間有幫會背景位於元朗的夜場酒

吧，帶走12女3男未成年「夜蒲」青少年（15歲至16
歲），經帶署警誡後，交還父母管教或知會社福機構
作輔導。
發言人強調，打擊三合會活動是警務處處長其中一
個首要行動項目。警方會繼續重點打擊三合會目標人
物及其犯罪行為，遏止有關違法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杜

法祖 ) 警方有組織罪案及

三合會調查科（俗稱「O

記」）近期接連展開代號

分別為「破壁」及「高

峰」的大反黑行動，派臥

底神探滲入目標黑幫蒐證

後，於本月17日及24日聯

同毒品調查科、商業罪案

調查科、新界北、新界南

及西九龍總區刑事部和機

動部隊人員展開拘捕行

動，共抓獲73名男子及2

名女子，其中多人是黑幫

高層骨幹。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鮑旻珊) 環境局局長
黃錦星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時表示，香港
近年的垃圾整體量及人均量仍是有增無減，
垃圾問題仍然處於嚴峻的階段，有必要進行
源頭減廢，又指，未來上半年至年底，政府
會首次推出生物多樣性計劃，有利保育各種
物種及生態。
黃錦星表示，香港近年的垃圾整體量及人

均量仍是有增無減，雖然這兩年的增幅是有
所放緩，但垃圾問題仍然處於嚴峻的階段。
他指，香港在處理廢物面對最大的挑戰是，
每日人均廢物產量比其他生活水平高的城市
高四成至八成，如東京、首爾及台北，而廢
物當中佔最多是廚餘。
黃錦星又分享自己的環保小貼士，他指，

在天文台沒有公布是熱夜日子，是不會開啟
睡房的冷氣機，「沒有開啟客廳冷氣機更已
有10年至20年。」

上半年擬首推生物多樣性計劃
黃錦星亦指，政府是以全面角度處理香港

的民生議題，政府在未來上半年至年底，會
首次推出生物多樣性計劃，有利保育各種物
種及生態，以及推動有關能源、節能及綠色
建築的議題等。
黃錦星稱，政府現時有清新空氣藍圖，提

及目的、時間表及路線圖，令空氣質素在
2020年可達致收緊及提升的指標，以及利用
100多億元淘汰全港舊的柴油車，處理積存已
久的問題，達致改善空氣質素，使市民的健
康更加好。他又提醒，4月1日會開始擴大膠
袋徵費的範圍，呼籲市民自備環保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在
施政報告宣布，今年底在銅鑼灣、中環及旺角設立低排
放區，規定專營巴士公司在有關地區只可行駛低排放巴
士。對於有議員期望當局可在其他地區設立低排放區，
當局指若果駛入銅鑼灣、中環等的巴士會行駛其他地
區，並為低排放巴士，巴士途經的地區亦可受惠。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施政報告的環境政

策，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認為，當局規定專營巴士
公司在銅鑼灣、中環及旺角用低排放巴士行駛，實行的
力度不足。他又指出，當局應在其他地區設立更多低排
放區，讓其他地區的市民亦可受惠。
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則相信，其他地區亦可因在鬧市

設立低排放區而受惠。他解釋，若果駛入銅鑼灣、中環
等低排放區的巴士會行駛其他地區，並且屬於低排放巴
士，巴士途經的地區亦可得益，空氣也可得到改善。

研新建樓宇加裝隔音窗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則關注今年施政報告未有提

及光污染及噪音污染問題。有關光污染的專責小組將於
未來幾個月向政府提交報告，交代如何跟進有關問題。
當局亦會在正為一些噪音問題嚴重的馬路，安裝隔音屏
障，未來亦會在馬路試驗更寧靜物料，並研究在新建樓
宇加裝隔音窗。
另外，委員會昨日亦有討論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

任計劃，建議規管洗衣機、電冰箱、冷氣機、電視機及
電腦產品共5種電器，對處理有關電器的回收商和場所
進行規管，並向供應商徵收循環再造費，供應商則可沿
供應鏈向其他持份者收回費用。
環境局表示，計劃在本年3月向立法會提相關立法建

議作審議。有議員關注受規管電器的定義，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鄧家彪指，計劃雖不包括手提電話，但現時手機
和平板電腦也難以分辨，擔心會構成混亂。有議員亦關
注規管是否適用水貨電器。環保署表示，是否水貨或行
貨並無分別，只要是商業行為便受規管。

環保署：大橋6次因海豚游近停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港珠澳大橋建造工程正進
行得如火如荼，工程和營運期間對環境的影響受公眾關
注。環保署昨日在立法會上表示，工地一帶出沒的海豚
數量減少已在預期之內，當局亦會監察工程期間有否落
實緩減措施，而工程至今已有6次因海豚靠近而要停工。
昨日立法會一個委員會上，有議員關注港珠澳大橋工

程對中華白海豚的影響，以及實施緩減措施的情況。環
保署副署長謝展寰回應時表示，工地一帶出沒的海豚數
量減少已在當局預期之內，但自2011年港珠澳大橋工
程展開後，並無證據顯示海豚有明顯下降趨勢。
謝展寰又指，路政署有聘請監察員，環保署和漁護署

亦作突擊檢查，了解工程期間有否落實緩減港珠澳大橋
工程對環境影響的措施，例如若有海豚游近工地250米
範圍內，工程便要暫時停工。而工程至今共有6次因此
而一度停工。
另外，離島區區議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有區議員關
注港珠澳大橋落成後，會加劇當區的空氣和噪音污染問
題。政府在書面回覆指，已按法例要求完成環評，包括
模擬珠三角和香港氣體排放源，以及東涌道路車輛排放
狀況，結果顯示項目營運期不會對鄰近敏感受體帶來不
良的影響。
政府又指，已為配合港珠澳大橋通車作整體交通網絡

規劃，應付新增車流，由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往返市區
或新界將可直接利用新建的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毋須
經過東涌一帶道路，相信可起分流作用。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在出席一個公開活動時表示，香
港近年的垃圾整體量及人均量仍是有增無減，垃圾問
題仍然位於嚴峻的階段。 鮑旻珊 攝

■在代號「高峰」反罪惡行動中，警方在元朗一酒吧帶
走一批未成年顧客。■警方展示在代號「破壁」及「高峰」兩大反黑行動檢獲的證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羅繼盛）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雖
然通過了192億元的石鼓洲焚化爐撥款，但社會上對
此的爭議仍未停止。上訴庭早前批准反對興建焚化爐
的長洲居民提出上訴，有離島區區議員關注焚化爐的
諮詢工作。政府回應時指，明白公眾的關注，會繼續
透過地區聯絡小組，釋除公眾疑慮。而焚化爐投標資
格預審工作會在今年初展開，並於2022年至2023年
度啟用。
離島區區議會旅遊漁農及環境衛生委員會昨日舉行
會議，會上有區議員關注石鼓洲焚化爐的諮詢程序，
特別是長洲居民的意見。身兼立法會議員的工聯會鄧
家彪表示，早前與其他立法會議員訪問過歐洲4個國
家，了解當地焚化爐發展。他稱，即使當地的環保官
員都認為，若果香港興建首個垃圾焚化設施，他們都
傾向本港使用活動排爐技術，認為是具最高穩定性，
亦具成本效益。

鄧家彪：兩反對派考察後亦挺撥款
他又提到，早前立法會財委會通過焚化爐撥款時，
在參與歐洲考察的9名立法會議員中，只有1名反對派
議員投反對票，另外2名反對派議員亦有支持撥款，

可見議員了解歐洲的焚化爐後，都對焚化爐有一定信
心。
離島區區議會主席周玉堂相信，立法會若通過有關

撥款，議員們該作各方面考慮。離島區區議會早前已
就焚化爐設立工作小組，並已向環境局提出4點建
議，包括確保焚化爐的排放水平達致歐盟標準，並對
外公布運作時間供公眾監察；讓地區人士參與工作小
組，回應訴求；對受填海影響的漁民作出適當的補
償；以及跟進受影響的社區，增加及改善社區設施和
配套。

周浩鼎：工作小組發揮監管作用
民建聯離島區區議員周浩鼎亦認為，工作小組可以
在焚化爐的建設和運作時發揮監管作用。他期望小組
可緊密監察有關情況，減少焚化爐對當區帶來的影
響。
環境局和環保署則書面回覆區議會，指自2011年2

月以來，已會見逾2,500人和約60個團體，並出席70
個會議，解釋進行焚化爐工程的原因，並解答焚化爐
對空氣、生態、水質及漁業等疑問。當局指，明白公
眾對這些計劃的關注，並會繼續透過地區聯絡小組的

平台，與區議會、當區居民及其他持份者的代表溝
通，釋除他們的疑慮。
而焚化爐投標資格預審工作會在今年初展開。如能
在2016至17年度批出合約，估計可在2017年年中開
展設施的建造工程，以期在2022年至2023年度啟
用。

■在離島區區議會一委員會會議上，有議員關注焚化
爐的諮詢工作，政府稱明白公眾的關注，會繼續透過
地區聯絡小組，釋除公眾疑慮。 羅繼盛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立法會中醫藥發展事
宜小組委員會昨日與中醫藥業界舉行會議，就中成藥
註冊、檢測及發展，以及就中成藥引入生產質量管理
規範(GMP)進行討論。會議上，不少業界對政府現行
的中成藥規管感到不滿，亦認為當局對業界的支援不
足。另外，業界又普遍對GMP制度有保留，認為需
要投放龐大的資金，很多中小型藥廠會因此倒閉。
香港中藥業發展關注組會長徐錦全表示，他們曾
就中藥發展於業界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業界
在申請牌照時，因為巡察人員表述的內容有很大差
異，令業界很難適應，亦有40%受訪者指政府沒有
有系統性的支援，令業界的認知受到局限。在中成
藥制度方面，90%人認為現時的中藥制度及規管，
應作出適度的檢討及修正。對於推行GMP，超過
55%人表示不會及沒有計劃去做，並有近60%人認
為香港的地方空間有限，因此很難做到，又有55%
人指符合要求的製藥人員現時仍然很少。另外，近
50%受訪者認為在推行GMP前，政府先應同業界商
討推行的方案，並得到業界認同後才起動。

老牌藥廠無錢檢測或結業
另一業界人士，黎氏藥業董事黎藉揚表示，在中

成藥註冊的細節上，當局已投放大量資源，惟過程
複雜而且困難重重。他指，「很多老牌的藥廠因經
不起投放檢測費用，在前景不明的情況下結業或者
將會結業。」黎認為，現時本港有200多家廠家，
若政府要推行GMP，每個GMP廠要投放過千萬，
他懷疑能有多少家廠家可繼續生存。

葉文斌倡設「中藥發展基金會」
民建聯衛生事務副發言人葉文斌表示，本港有很
多本地中小營的藥廠在註冊上遇到很大困難，甚至

要停產，全因為現行的中成藥註冊制度未夠理想，又認為當
局沒有正視。他建議，政府應成立「中醫藥發展基金會」，
作為發展的第三平台，讓藥廠可得到專業的支援。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回應指，中成藥註冊制度的發
展，有很多持份者會受到影響，因此政府會盡量與各方保持
溝通，把對業界的影響減到最低。她希望，中成藥可達到安
全品質及成效彰顯，讓中醫藥業繼續發揚光大。陳又重申，
GMP制度已於內地、台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實行，此制度
可令本港中醫藥業與國際接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大埔三門仔一帶海
域近日出現俗稱「藍眼淚」的夜光藻，海面上發
出點點藍光，吸引不少市民慕名前往，一睹特別
的景象，惟有部分市民為求拍攝效果，投石頭入
海刺激夜光藻發光，有保育團體表示，行為會破
壞海洋生態；有學者則指，夜光藻的出現顯示該
地區水質受較大污染，例如氧氣不夠。
由於向海面灑水，藍光更明顯，所以有部分市

民為求拍攝效果，投石頭入海刺激夜光藻發光。
保育團體「香港自然生態論壇」發言人黃志俊擔
心，擲石頭入海中的舉動會破壞海洋生態，又

指，在羊群心態下，市民經常一窩蜂到不同地
點，捕捉自然景象或生物，例如紅葉或雀鳥，不
少人為拍攝而「造假」，但拍出來的只是「偽」
自然生態，並非天然。

每日百人入村製噪音
有村代表指，每日有過百人到來，製造不少噪

音，雖然暫時無意禁止外來人入村，但有需要會要
求警方協助。黃志俊表示，市民湧到三門仔會影響
附近的民居，並呼籲大家盡量減低對村民的滋擾。
中大生命科學學院副教授陳竟明指出，夜光藻並

非新事物，要受到刺激才會發出較明顯的藍光，這
種藻類一般呈圓形，與其他產生紅潮的藻類屬同一
群組。他續稱，夜光藻一般多出現在夏季及秋季，
而今次在1月出現，證明海水溫度頗高，擔心附近
的水質變差，會影響海洋生態，因為這種現象說明
該地區水質受到污染，例如氧氣不夠。
陳竟明分析，今次有較大量的夜光藻出現，是

因為吐露港內海有較多養魚區，好多時會令水質
變差，亦有可能與小型丁屋的排污問題有關。另
外，亦有專家呼籲，市民不要觸摸有夜光藻的海
水，因為這些海水很大機會存在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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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育團體擔心，市民追求拍攝效果，部分行
為會破壞海洋生態。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