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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心胡椒粉波及逾半縣市
「台灣第一家」負責人承認摻碳酸鎂

據中央社報道，新北市政府衛生單位例行性稽查時，
透過進出貨的賬目勾稽比對，赫然發現「台灣第一

家」進貨的碳酸鎂等，因為價格比食品級還要低，疑似
使用工業級原料，於是衛生單位開始調查。
另據台灣「今日新聞」報道，檢方調查發現，「台灣第一

家」日前以每包530元，進了18包10公斤裝工業用碳酸
鎂，但檢方實際查扣到的僅有12包共10多公斤，剩下的流
向和用途還要追查，另外有380公斤胡椒粉遭衛生局封存。
檢方表示，由於這些工業原料已稀釋製作成調味料，
不容易透過化驗查出工業碳酸鎂。但業者對於進貨數
據、成本等事證，難以自圓其說，坦承從新北市三重區
一家販售工業碳酸鎂公司進貨。

當局將釐清名單 進一步追查
新北市衛生局副局長林金富昨日說，檢方並未將違規
品項告知衛生局，以便於全面要求下游通路下架。經衛

生局深入比對，「台灣第一家」生產的純黑胡椒粉、純
白胡椒粉、台一黑胡椒粉、台一白胡椒粉，4種胡椒粉
摻用工業碳酸鎂。
新北市衛生局表示，業者已經在檢方偵訊中，坦承胡

椒鹽也摻有工業用碳酸鎂，將待取得供貨資料後，比對

釐清通路名單，進一步追查、下架。
由於這些販售的胡椒粉、胡椒鹽，可能早就遭夜市、

攤販、消費者使用，衛生局說，稽查過程中，如果發現
包括鹽酥雞等使用「台灣第一家」的胡椒粉、胡椒鹽，
將一併要求下架。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綜合報道，，台灣又發生黑心食材台灣又發生黑心食材！！新北市衛生局昨天表新北市衛生局昨天表

示示，「，「台灣第一家台灣第一家」」有限公司違法使用工業用碳酸鎂有限公司違法使用工業用碳酸鎂，，製售胡椒粉等調製售胡椒粉等調

味粉味粉，，問題胡椒粉遍及全台超過一半縣市問題胡椒粉遍及全台超過一半縣市，，北中南都有北中南都有，，已經通知縣市已經通知縣市

衛生局稽查下架衛生局稽查下架。。同時同時，，涉案的涉案的「「台灣第一家台灣第一家」」總經理總經理、、副總陳姓姊副總陳姓姊

弟弟，，前日被檢方帶回調查前日被檢方帶回調查，，並坦承有在胡椒粉摻入工業用碳酸鎂對外販並坦承有在胡椒粉摻入工業用碳酸鎂對外販

售售，，向檢方認錯向檢方認錯，，昨日凌晨各以昨日凌晨各以200200萬元萬元（（新台幣新台幣，，下同下同））交保交保。。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國民黨主
席朱立倫將於下月3日率團出席在上海
舉行的第10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簡
稱「國共論壇」），並於4日赴北京與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展開「習朱
會」。朱立倫昨日表示，兩岸關係本
來就不是國共關係，兩岸關係是全方
面的交往。
據中通社報道，朱立倫被問及民進黨

早前說兩岸關係不等於國共關係時說，
兩岸關係本來就不是國共關係，兩岸關
係是全方面的交往，包括民間對民間、
政黨對政黨，有很清楚的分際。
至於與習近平會面，會不會談到深

化「九二共識」，朱立倫說，在出發
前一定會向外界做詳細的報告，會有
記者會說明。有關此次登陸有與年輕
人座談的行程，是否要闡述兩岸論
述，朱立倫表示，記者會再報告。

「習朱會」中小企青年隨團
據台媒報道，今次「習朱會」預計
聚焦「三中一青」、亞投行、「一帶
一路」、國務院《62號文》等重大議
題。此次隨朱立倫訪陸的國民黨成
員，包括副主席黃敏惠、秘書長李四
川、主席特別顧問兼大陸事務部主任
高孔廉、「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執
行長尹啟銘等主管，以及多名黨籍
「立委」。論壇議題涵蓋「中小企
業」、「青年與基層」、「經貿科
技」、「文化教育」等4項；代表團其
他成員則以中小企業與青年為主。
據悉，朱立倫可望透過與北大師生

的座談，闡述他對青年議題、政策看
法，「青年」這一塊也正是國民黨選
舉最弱的一環。因此，朱立倫這次率
團，有別於過去「國共論壇」多以大
企業主隨團，這次隨團成員則是以中
小企業與青年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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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倫將訪陸，並與習近平會晤。圖
為他參與新北市騎單車活動。 中央社

■■涉案總經理陳星佑涉案總經理陳星佑
（（後後）、）、副總陳鏡如副總陳鏡如
（（前前））坦承製售摻以坦承製售摻以
工業用碳酸鎂的胡椒工業用碳酸鎂的胡椒
粉粉。。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最近一項關於台灣應否加入「亞投
行」議題的調查顯示，有62.3%的人支持台灣加入，
13.2%反對；而如果參加「亞投行」，76.9%的人認為首
要考量是對台灣是否有實質的幫助，其次才是加入名稱
是否適當，佔12.5%。
該項調查是由旺旺中時民調中心進行。對於民進黨的

兩岸政策，仍有五成的人不放心，但也有20.7%的人表
示信任。另外，一旦2016年民進黨執政，在不接受「九
二共識」的情況下，有46.7%的民眾擔心兩岸動盪不
安，42.9%覺得不會有問題，正反看法分歧。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媒報道，高雄市將在下月4日
進入史上首次「供5停2」第三階段限水，民眾聽聞
趕緊買大桶子儲水，大樓也臨時加裝儲水槽作準備，
賣場及儲水槽業者發缺水財；美髮業擔心客人跑光，
民間洗車業者及中油加油站附設洗車站全面停洗。
高雄每日民生用水需130萬噸，前日高屏溪僅能取
70多萬噸，水情持續惡化，5月4日開始實施「供5
停2」措施至少實施3次，期待5月下旬梅雨季、颱
風帶來豐沛雨量解旱象。南區水資源局副局長連上堯
呼籲，民眾無須過度恐慌，但應及早儲水因應。

民眾洪慈君說，最近已開始拿洗澡水沖馬桶。小
北百貨鳳山店長陳逸晉說，前日已陸續湧入民眾搶購
大型儲水桶，帶動兩成業績。
受限水影響，除市內12座公立泳池暫停開放，美

髮、洗車業者即使添購水桶也不敷使用，限水期也將
休業；部分公寓大樓還特別召開所有權人會議，同意
加裝儲水槽。
高市府經發局緊急與水公司七區管理處協調，

「供5停2」時將在全市189處水管末端地區設臨時
供水站，詳細地點下周一確定。

逾六成受訪者撐台入亞投行高雄搶購水桶 備戰下月限水

2015上海國際服裝文化節閉幕盛典暨「時尚·藝術·設計」大
賽頒獎典禮，前晚在上海商城劇院舉行，大賽共展示了80多套
由青年設計師創作設計的各式服飾，創意獨特新穎，頗具民族
味。 中新社

有網友近日爆料稱，在陝西吳
起縣勝利山的中央紅軍長征勝利
紀念園裡，有人坐在紀念園的女

紅軍雕像上拍照。從網友提供的圖片
看，是一名年輕男子，面帶微笑坐在雕
像上，並擺出拍照的姿勢。很多人看到
此情景後都十分氣憤，紛紛譴責該男子
「行為不雅」、「簡直沒教養」。
吳起縣旅遊局工作人員前日表示，已
經在微信上監控到了此消息，該遊客的
行為確實不雅，目前已經開始調查，希
望能盡快找到此人。 ■華商網

穗機器人傳菜

保安夫婦照顧孤寡歸僑12載

騎女紅軍像拍照騎女紅軍像拍照 陝男被斥行為不雅陝男被斥行為不雅

創意時裝

陝
西

■■機器人正在送菜機器人正在送菜。。
本報廣州傳真本報廣州傳真

■■只需摸摸機器人的頭只需摸摸機器人的頭，，它便它便
會自動返回會自動返回。。 本報廣州傳真本報廣州傳真

■進醫院時，他連最大號的病
衣都穿不下，只能裹着床單。

網上圖片

■■術後三個月術後三個月，，減重減重120120多斤多斤，，以以
前的衣服已經大了很多前的衣服已經大了很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男子公然坐在女紅軍男子公然坐在女紅軍
頭上拍照頭上拍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求領養求領養」」
的老人郇某的老人郇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在火鍋店裡，兩個機器人服務員全身銀
白，身高1.2米，依靠磁條感應貼在地

上的黑色膠帶識別送菜路線，中途遇到人或
桌椅等障礙物，便會提前停下等待。來店裡
吃飯看機器人的顧客，大多帶着老人或小
孩，機器人端着托盤把菜送到餐桌前時，還
會開口說「您好，您點的菜給您送來了，請
您自己端一下。沒什麼需要，請摸摸我的
頭，讓我回去工作吧！」客人端走菜品，摸
摸它的頭，它便沿着環形軌道走回原點。

充電4小時 可工作8小時
據火鍋店的梁老闆介紹，機器人服務員

的價格是一個7萬元（人民幣，下同），相
比一名服務員3.5萬的年薪，只要兩年便可

賺回成本，而且機器人充電4小時可工作8
小時，一次充電耗電不到8度，比起服務員
的食宿費要節省許多。美中不足的是，不
敢讓機器人端熱菜或湯水，怕不小心燙傷
顧客。
據悉，除了端菜機器人外，還有炒菜、迎

賓等不同餐飲服務機器人已誕生。據機器人
公司負責人介紹，機器人可通過遙控器控
制，沿着制定好的路線，端盤送餐到指定餐
桌號。在工作中，它主要依靠全身10多個傳
感器來進行識別判斷，例如地面上貼上黑色
膠帶，它就可依靠底座上的傳感器對地面色
差進行判斷，從而確定行走路線。頭部也有
傳感器，當顧客摸一下它的腦袋，它就可感
應到，立刻轉身離開。

湖南農業大學一名46歲的保安岳志
強，於10多年前結識了印尼歸僑孤寡老
人黃梅英，自此便承擔起照顧老人的責
任，如今，已悉心照料老人12載。
1997年，黃梅英的丈夫剛去世，每天

吃飯時，岳志強都看到老人在校園裡轉
悠。想起老人可能心情不好，他總會上
去陪老人聊一會，後來他便邀請老人去
家裡吃飯，並讓妻子葛鳳英多準備一副
碗筷。

「她和親娘一樣」
隨着老人年紀越大腿腳不便，2003年

岳志強夫婦便把老人接回了自己家裡，
開始了長達12年的贍養。「乾媽已經是
我們生活中的一員，說得貼切一點，就
是她不是我的親娘，但和親娘是一樣的
位置。」岳志強說。
84歲的黃梅英，是福建省莆田人，沒
有子女，1960年從印尼歸僑後，和在農
大任職的丈夫來了湖南。對於這突然出

現的保安，黃梅英起初防備心很重，根
本不相信有這樣的好人，會每天給她做
飯、洗衣服、打掃房子。最初5年，她
都沒有讓岳志強進過自己的家門，生怕
丟了東西。直至2008年，老人不慎骨折
住院，岳志強夫婦晝夜守候，端屎接
尿，熬藥餵飯。老人的心扉才慢慢打
開，開始接受這對「天降」的好「兒
媳」。 ■記者 李青霞 湖南報道

隨着科技的不斷進步，機器人越來越多的被運用到日常生活中。廣州白雲區一家火

鍋店近日就聘請了兩名機器人服務員，專為客人傳菜，還會說話逗樂，吸引了不少民

眾前去就餐，一時人氣爆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江蘇首胖「水果哥」去
年中為了健康而減肥，做
完胃切除手術，9個多月的

時間，「水果哥」近日覆診，
竟從406斤瘦到了189斤，減逾
200斤！
結婚前的「水果哥」，體重基

本上維持在170斤至180斤，只
是看上去有點壯。結婚後，他胃
口越來越好，也不加任何控制，
常常一頓飯至少吃正常人的兩倍

到三倍。因為肥胖，他患上嚴重
的呼吸暫停綜合症、脂肪肝等，
而且特別能睡。醫生說可能威脅
到生命。去年6月，「水果哥」
到江蘇省人民醫院做微創減重手
術；手術後第二天，體重就少了
50多斤，變成354斤。三個月
後，他已成功減重120多斤。不
僅人變瘦了，「水果哥」連脂肪
肝和高血糖也出現好轉。

■《現代快報》

「「江蘇首胖江蘇首胖」」瘦身瘦身 99個月減逾個月減逾200200斤斤
江
蘇

一名77歲的空巢老人近
日向山東青島報社求助，
希望發聲明尋找好心人

「領養」。
老人家住江蘇常州，青島是他

的故鄉。由於老人獨自生活有10
年之久，所以希望有家鄉的好心
人能夠「領養」他。老人反覆強
調稱，自己並不是窮困潦倒，每
個月都有6,000元人民幣的退休
工資，而且身體健康，生活完全
能夠自理，但唯一問題是獨自生
活太孤獨太無助，希望有人能經
常在身邊幫幫他，陪他散步，幫
他洗衣做飯，最重要的是，他希

望萬一自己發生意外，不想身邊
一個人都沒有。老人表示，願意
拿出每月6,000元的退休金和常
州房子的每月房租，以及百年之
後的喪葬補貼，跟「領養」他的
好心人一起分享。

■記者 王宇軒 青島報道

七旬空巢老人貼錢七旬空巢老人貼錢求求「「領養領養」」
山
東

■葛鳳英和黃梅英老人在校園曬太陽。
網上圖片

食客圍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