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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售假有機菜 北區最嚴重
東區連續兩年成黑點 商販涉混雜無認證菜出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翁麗娜）今年冬季
流感爆發較往年為早，月初以來已有64宗死
亡個案。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昨在一
個電台節目上表示，流感高峰期才剛開始，
料會維持一段時間，醫管局會嚴陣以待，應
對措施包括利用快速測試盡快識別流感病
人，以及減少公立醫院的非緊急手術來騰空
病床等。

小童入院數字少暫毋須停課
陳肇始表示，今年冬季流感的爆發，較往

年為早，個案亦有所增加，相信與今年流感
疫苗保護能力較弱有一定關係。她稱，醫管
局將安排更多醫護人手處理流感個案，部分
聯網亦可能考慮取消醫護人員休假。對於過
去4星期的學校爆發流感個案較多，陳肇始
認為現時小童入院數字不算很高，暫毋須實
施停課安排。
她又重申，流感病毒對長者影響較大，特

別是高危人士，注射疫苗始終比不注射好，
當局會與安老院舍加強聯絡，鼓勵長者接種
疫苗。對於有建議立法強制醫護人員注射流

感疫苗，她指醫護人員是否注射流感疫苗屬個人決
定，醫管局過去亦有為員工安排論壇，鼓勵員工注射
流感針。

若有足夠理據 研提早接種
對於有專家建議進一步提早疫苗接種時間，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在另一個電台節目上回應指出，
如果有足夠理據支持，當局會作出相應調節。
他解釋，現時的流感疫苗接種計劃有步驟，當局安

排10月至11月開始接種，亦是因應專家意見，「疫
苗一般在兩星期至三星期內會發揮作用，趕及應對1
月初開始的流感高峰。」高永文又謂，流感疫苗製造
需時，即使是世界衛生組織亦難以預測來季活躍的流
感病毒類型。

助導盲犬解渴 細心空姐獲獎

臨時家禽市場近民居 若爆疫恐傳播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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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葉佩妍）醫院管理局自2013年
4月開始，分階段於網上公布各專科門診新症的輪候時
間，供市民參考並增加透明度。直至今年1月，8個專
科、預約白內障手術及預約全關節置換術的輪候時間
已可於網上查詢，惟個別專科於7個聯網中的輪候時
間出現很大差異，故醫管局推行病人彈性選擇專科門
診就診服務，讓新症病人可選擇跨區就診，從而減少
輪候時間。
現時於網上公布輪候時間的專科包括耳鼻喉科、婦

科、眼科、兒科、骨科、內科、外科及精神科，當中
婦科、骨科、外科及精神科穩定新症的輪候時間於不
同聯網的差異頗大。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李
子良日前舉例指出，港島西及新界東婦科穩定新症的
最長輪候時間分別為117周及106周，相比九龍中及港
島東的27周與33周明顯較久。
李子良續稱，九龍中、九龍東、九龍西及新界東聯

網骨科的最長輪候時間均超過100周，與其他3個聯網
平均最長輪候時間約為58周出現頗大差異。
此外，九龍東的外科最長需輪候146周，其他聯網

平均最長輪候時間約為66周；而港島西、九龍東及新
界東的精神科最長輪候時間亦逾100周，更接近是港
島東(21周)的5倍。

7專科病人可攜轉介信自行預約
針對輪候時間出現明顯差異，李子良相信讓新症病

人彈性選擇專科門診有助縮窄差異。他指出，病人可
透過網上或各門診張貼出來的海報，得悉各專科於各
聯網的輪候時間，「除精神科外，其他7個專科的病
人可攜帶轉介信到自行選擇的門診預約，醫護人員會
考慮病人的病況及所需服務作出安排。」
李子良稱，婦科及眼科分別於2013年4月及10月開

始跨網轉介服務，截至去年12月已有412人由新界東
轉介至港島東；以及631人由新界東轉介至港島西。
他希望更多市民知悉轉介服務，減少輪候時間，以及
縮窄各專科於不同聯網的輪候時間差異。然而，若該
病人需長時間治療、行動不方便或有多種慢性疾病需
於不同門診診症，則不建議病人選擇跨區。

嚴重精神病患不便跨區就診
至於為何精神科未能提供相關服務，醫管局總行政

經理(綜合護理計劃)邱家駿表示，老年及年幼的精神科
患者主要是顧及到交通上的考慮；有較嚴重精神病的
患者則除門診外，還需於區內接受社區協作服務，不
便跨區就診，但醫管局會繼續就他們的跨區就診服務
進行研究。

彈性選專科門診
新症跨區紓「人龍」

■陳肇始指流感高峰期才剛開始，料會維持
一段時間。 資料圖片

與過去兩年比較，今年有機認證蔬菜的市場佔有率
輕微上升6.1%，但浸大香港有機資源中心於去

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巡視全港18區87個街市共
425個菜檔後，卻結果發現部分商販懷疑售賣假有機
蔬菜，其中北區、南區、荃灣區及東區街市屬情況最
嚴重的零售黑點，東區更是連續兩年榜上有名。

僅手寫「有機」無實質標籤
昨日公布的調查結果指，懷疑售賣假有機蔬菜的情
況以北區街市最嚴重，在區內3個濕街市抽查的24個
商販中，有6個聲稱售賣有機蔬菜，但僅以口述或手
寫「有機」二字，便聲稱售賣的是有機蔬菜，卻未有
提供任何實質有效有機認證或標籤。

調查亦發現，沙田區沙田街市內有售賣有機認證蔬
菜的商販，懷疑混雜其他無認證的蔬菜出售，卻聲稱
所售賣的菠菜獲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認證。中心經核實
為偽冒「有機」，商販涉嫌觸犯《商品說明條例》，
已向海關舉報。

有商販用過期認證誤導市民
同時，有大埔區及九龍城區的商販張貼已過期失

效、由中心發出的認證，或令市民被誤導。中心指
出，證書有效期為1年，中心會在有效期屆滿後，要
求有關商販歸還證書，若商販沒有歸還，中心會派人
員主動向商販收回。中心提醒商販要成功續約，才可
獲頒新的證書。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總監黃煥忠指出，現時香港未有
法例定義何謂「有機」，即使菜販賣假冒有機蔬菜，
海關很難以《商品說明條例》檢控。他表示，市面上
約一半聲稱有機菜的價錢與認證有機菜相近，平均每
斤20元至逾25元，難以從售價判斷真偽，「從外觀
或價格上亦難以分辨。」
黃煥忠呼籲市民選購有機產品時，可仔細留意商

販是否備有有效認證標籤或證書證明；有否將有機
產品與常規產品妥善分開，避開交叉污染；是否能
清楚講出有機產品的定義，並對供貨商情況較為熟
悉等。
他又鼓勵市民當遇有售賣假有機蔬菜的商販時，可

通知中心或海關作進一步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鮑旻珊)

隨着愈來愈多都市人注重健康，

標榜售賣有機蔬菜的店舖其門如

市。有調查發現，有機認證蔬菜

的市場佔有率雖然輕微上升，但

全港多區的街市均出現懷疑售賣

假有機菜商販，他們並無向消費

者提供任何有效有機認證或標

籤，當中以北區情況最嚴重，東

區則連續兩年成為銷售黑點。調

查更發現，有售賣有機認證蔬菜

的商販懷疑混雜其他無認證的蔬

菜出售，涉嫌觸犯《商品說明條

例》，已向海關舉報。
■■浸大香港有機資源中心的調查結果發現浸大香港有機資源中心的調查結果發現，，部分商販懷疑售賣假有機蔬菜部分商販懷疑售賣假有機蔬菜，，其中以北區其中以北區、、南區南區、、荃灣區和東區街市屬零售黑荃灣區和東區街市屬零售黑
點點。。 鮑旻珊鮑旻珊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香港標榜優質服務
至上，優質顧客服務協會今年繼續舉辦「2014優質顧
客服務大獎」，國泰航空特別服務組獲得外勤服務獎
金獎。優質顧客服務協會主席唐偉邦昨日表示，希望
透過大獎表揚同事，並藉此鼓勵更多同業以優質服務
待客。
香港標榜優質服務至上，對待客人不再唯命是
從，而從客人角度着想予以貼心對待，才能建立與
客戶的良好關係。日籍Miyaki於國泰航空特別服務
組擔任督導員，因應近年公司引入導盲犬服務，曾
獲安排學習照顧導盲犬，其後學以致用。Miyaki昨
日憶述，去年曾遇上一名需要導盲犬照顧的公司常
客。導盲犬在上機前不准飲食，航機抵港後亦要等
待客人通關才得以稍作休息，經歷多小時「工
作」，犬隻疲憊不堪。
Miyaki發現導盲犬感到不適，找來冰塊給牠解渴，
即時令導盲犬紓困，亦獲得客人讚賞其細心。Miyaki
表示，以往不知道應如何照顧導盲犬，「初時都不知
應該拖狗抑或扶人。」課程結束後，她才知應付技
巧，認為有助進一步為有需要的客人提供協助。

陪伴左右助日嫗尋回自閉孫
國泰空姐Amy是一名日菲混血兒，熟悉中、英、

日、菲律賓、西班牙等多國語言，去年曾協助一名80
歲的日籍婆婆尋找失散的自閉症外孫，其間陪伴左右，
又協助聯絡婆婆身處日本的家人。本身情緒相當緊張的
婆婆，由於年事已高，已有「首次外遊，亦已是最後一
次」的打算，後來因有人「同聲同氣」而平伏下來。
Amy與婆婆相處9小時後，終為婆婆尋回孫兒。Amy表
示，婆婆回程時特意再見面，認為擁有共同語言，有助
彼此溝通，亦是與客人建立關係的根本。
由於兩人的良好服務，機場特別協助服務組今年獲
得「2014優質顧客服務大獎」中的外勤服務獎金獎。
優質顧客服務協會主席唐偉邦表示，希望透過大獎表
揚同事，並藉此鼓勵更多同業以優質服務待客。他續
指，期望以大獎推動欣賞文化，當客人向服務員說一
聲「多謝」，對服務業而言是最佳的讚賞。

日售膠片麥樂雞 與港麥記批次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 日本麥
當勞月初被揭發出售的麥樂雞含有塑膠
片，其供應商來自泰國工場「Cargill
Thailand」，同屬本港麥樂雞及脆香雞
翼的供應商，掀起新一波食安危機。食
物及衛生局昨日表示，事故有可能涉及
日本麥當勞在運輸分店層面的運作問
題，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已與香港麥當勞
人員會面，並到分店視察，目前未有發
現食物安全問題。
日本麥當勞去年起接連出現食安事

故，多縣分店分別有麥樂雞、雪糕、熱
香餅及薯條被發現混入膠片、金屬，甚
至是牙齒，更有兒童被異物割傷口部。
去年8月有大阪分店銷售的炸薯條被指
混入異物，經調查後驚現混入的是人類
牙齒，日本麥當勞其後在東京召開記者
會向公眾致歉。

港轉用其他地方入口薯條
食物及衛生局昨日表示，香港與日
本的麥樂雞屬不同批次，且日本麥當
勞經調查後，認為事件與生產過程無
關。至於大阪有薯條混入牙齒，當局
回應指，雖然香港及日本麥當勞的薯
條均來自同一間美國供應商，但批次
並不相同，而香港麥當勞最近亦因應
美國西岸罷工潮，已轉用其他地方入
口的薯條。
針對福島朱古力新地含有塑膠片、京

都熱香餅混入金屬及沖繩漢堡含有發泡
膠，當局指食安中心正向日本駐港領事
館，及香港麥當勞了解事件，並因應事
態發展，採取適當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深水
埗區議會環境及衛生委員會昨日討論
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的去留問
題，多名區議員均要求當局搬走臨時
家禽市場。
有市民指出，天氣熱時批發市場會

發出陣陣臭味，揶揄該「臨時」家禽
市場「臨時足40年」。
有民建聯當區區議員早前聯署，指

臨時家禽市場鄰近有不少民居，附近
不乏工廠大廈、商業大廈、學校及食
肆等，人口稠密，居民擔心一旦疫症
在社區爆發，傳播速度會難以估計，
若政府未有好好監控疫情或對居民生
命構成威脅，因此希望可遷走該個臨
時家禽市場。
有區議員昨在會上指出，家禽市場

附近人口達10萬，市場經常發出的臭
味及噪音一直滋擾居民生活。此外，
近年每當有雞隻感染禽流感，便有數
以萬計活禽被銷毀，居民擔心疫情在
區內擴散，批評當局一直拖延問題。
他認為，市場只是臨時性質，促請

當局盡快另外物色遠離民居的地點，
興建永久家禽批發市場。

居民揶揄「臨時足40年」
有居於附近的居民指出，雞隻運到

市場後放在太陽下暴曬，發出惡臭，
即使沖水後水流到渠內臭味仍難消
散，認為家禽市場對民居構成滋擾。
有居民批評，區內聚居人口上升，不
應有家禽市場在附近，並揶揄家禽市
場「臨時足40年」。
漁護署農業主任黃冠宏回應指出，

當局亦關注問題，承諾一定會搬走家
禽批發市場，但暫時未找到適合的地
點。他指選址方面須考慮土地用途是
否適合、交通網絡配套及居民反應，
同時亦也要減低對家禽業運作的影
響，並要在選址後進行環境、交通評
估，一旦有具體計劃及時間表會向區
議會匯報。
他又強調，目前運到該市場的家禽

全部會進行多種抽樣測試，當局亦會
做好清潔消毒等工作。

◀優質顧客服務協會今
年繼續舉辦「2014優質
顧客服務大獎」，同屬
國泰航空特別服務組的
Miyaki(左)及Amy(右)，
同樣獲得外勤服務獎金
獎。 郭兆東攝

▲優質顧客服務協會今
年繼續舉辦「2014優
質顧客服務大獎」，國
泰航空特別服務組獲得
外勤服務獎金獎。

郭兆東攝

■邱家駿(左)及醫李子良(右)均希望病人彈性選擇專科
門診就診服務，可減少病人的輪候時間，以及縮窄各
專科於不同聯網的輪候時間差異。 葉佩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