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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檢毒品 機場佔70%
「螞蟻搬家」販毒趨增 去年截1200公斤毒升兩成

海關檢獲毒品種類
年份 2014年 2015年
案件數目 797宗 758宗
檢獲毒品數量 1,017公斤 1,213公斤
主要種類
氯胺酮（K仔） 126.5公斤 283.9公斤
甲基安非他命（冰毒）416.3公斤 277.9公斤
可卡因 103.9公斤 228.4公斤
合成卡西酮（浴鹽） 226.1公斤 129.6公斤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製表：記者 文森

檢K仔可卡因 年增逾倍

整體毒品罪案中，海關去年偵破758宗毒品走私案
件，涉及 1,213 公斤毒品，整體重量較前年升

20%，當中以檢獲氯胺酮（K仔）與冰毒的重量最多，同
為約280公斤，後者按年跌33%，主要受前年海關破獲一
宗大案所致，惟K仔與可卡因的增幅達1.2倍。助理關長
（情報及調查）何珮珊昨日在記者會上解釋稱，K仔增
幅高是因為去年破獲一宗大案；可卡因的增幅是因海關
加強與國際合作打擊相關毒品案。
此外，去年於機場檢獲的毒品佔整體約70%，主要在空

郵及空運中心檢獲。何珮珊表示，不法分子利用本港空運
郵件及速遞、以「螞蟻搬家」形式販毒的趨勢明顯，通常
寄往美國、加拿大、新西蘭及加拿大。她指出，販毒屬於
國際層面問題，要有效打擊不能只着眼本地。
她續說，由於香港是國際交通樞紐，在物流及運輸方
面非常方便，無可避免被販毒集團用以進行走私活動，

認為香港應把握優勢，主動成為牽頭人，組織海外緝毒
機構打擊販毒。

續向速遞業收情報打擊販毒
海關關長鄧忍光亦表示，海關去年與五大速遞公司簽

訂合作備忘錄，將情報交換及溝通制度化，並藉該合作
機制於去年偵破86宗販毒案，未來將繼續加強合作機
制，與業界保持緊密聯繫，互相通報販毒分子的最新情
況，以制定更合適的應對策略。
至於配方粉出口管制方面，去年違規案件約4,300宗，

涉及約3.1萬公斤配方粉，分別較前年下跌11%及43%。
鄧忍光指出，透過香港海關與深圳方面加強合作打擊，
成功緩和水貨客活動，海關將繼續與相關部門配合，在
維持口岸秩序及正常運作之餘，確保一般過關的人不會

因水貨客活動而受到阻礙。他又說隨着跨境人流及物流
的增加，今年海關工作將充滿挑戰，會悉力以赴落實今
年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海關昨日總結
去年工作，海關關長鄧忍光表示，去年偵破近
760宗毒品走私案件，涉及1,213公斤毒品，
較前年升20%，其中在機場檢獲的毒品佔整體
約70%。助理關長何珮珊表示，不法分子利用
本港機場以「螞蟻搬家」形式販毒的趨勢明
顯，香港作為國際交通樞紐，無可避免被販毒
集團用以進行走私活動，認為香港應把握優
勢，主動成為牽頭人，組織海外緝毒機構打擊
販毒。此外，去年共有18,611宗案件涉及海
關執行的法例，較前年下跌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海關
去年成功檢控106宗違反《商品說明
條例》的個案，主要涉及虛假商品說
明；至於逾3,000宗舉報個案當中，
20%涉及傢俬、裝修及室內設計。海
關助理關長何珮珊昨日表示，相關打
擊工作已漸見成效，過往亦有違反
《商品說明條例》的人被判即時入獄
的個案，認為有阻嚇作用，未來將加
強主動調查及進行不定期巡查，打擊
黑店。
何珮珊表示，自《商品說明條例》

於2013年生效以來，海關進行的打擊
工作已漸見成效。她指出，去年成功
檢控的106宗相關個案，主要為虛假
商品說明或違反提供商品資料令，涉
及電子產品、中西藥業、珠寶鐘錶、
美容及美髮、食品及飲品及僱傭服
務，最高刑罰為監禁6個月、罰款6
萬元。其餘為誤導性遺漏、具威嚇性
的營業行為及不當地接受付款，涉及
中西藥業及超級市場、美容及教育，
最高刑罰為監禁3個月。

兩成舉報涉傢俬裝修
舉報個案方面，當中20%涉及傢

俬、裝修及室內設計（841宗），其
次為食品及飲品（709宗，17%）、
參 茸 海 味/中 西 藥 業 （589 宗 ，
14%）、電器及電子產品（564宗，
14%）及超級市場、百貨公司及便利
店（269宗，6%）。
何珮珊表示，未來將根據不同行業

的營商手法，加強與相關部門的合
作，包括與消委會、警方、旅遊業議
會進行情報收集及分析，亦會加強主
動調查，同時會到商戶進行例行巡
查，「如有需要，會立即調派快速行
動隊嚴厲打擊黑店，同時多宣傳以提
高消費者意識，並與業界舉行研討會
及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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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農曆新年長假期誘發港人
外遊，但各地不同傳染病的活躍程度正在上升。衛生署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梁挺雄昨日呼籲，市民在外遊期間要
做好防蚊措施以預防登革熱及寨卡病毒等；在中東地區
避免接觸駱駝，切勿到農場、農莊或有駱駝的市場。另
外，香港正值冬季流感季節，留港度歲的市民應盡快接
種疫苗，節日期間勤洗手，切勿進食未經煮熟的食物，
以防食物中毒。
梁挺雄昨日稱，計劃於農曆新年到鄰近及海外地區旅

遊的市民，應充分考慮健康風險，並採取所需預防措
施，例如做好防蚊措施，「因為寨卡病毒自2015起在美
洲國家及地區迅速持續傳播，病毒感染個案一直增加，
雖然香港至今沒有錄得相關個案，但由於國際旅遊頻
繁，寨卡病毒傳入香港的風險一直存在。」
他續說，由於患者感染寨卡病毒後沒有出現明顯病

徵，而本港亦存在可能的病媒白紋伊蚊，故一旦寨卡病
毒傳入本港，亦有本地傳播的風險。他呼籲外遊的人，
特別是有免疫系統疾病或嚴重長期病患者，出發前往寨
卡病毒持續傳播的地區，最少6星期前要諮詢醫生，並
採取額外預防措施，免受叮咬，「懷孕婦女及計劃懷孕
的女士應考慮延後到訪受影響地區。」

今年10宗登革熱 屬外地傳入
梁挺雄又說，同樣經蚊子傳播的登革熱亦不容忽視，

「今年本港共確診10宗登革熱個案，全屬外地傳入，當
中1月29日至2月3日期間新增一宗，病人曾於潛伏期內
逗留印尼。留港度歲的市民應要小心，梁挺雄指季節性
流感病毒陽性百分比，由過去兩星期的 7.32%升至
9.19%，而院舍或學校爆發流感樣疾病個案數目，亦由
上周的13宗增至本周的33宗，涉及人數亦由120人增至
206人。
截至1月31日，「政府防疫注射計劃」及「疫苗資助

計劃」分別已接種約36.9萬劑及17.7萬劑季節性流感疫
苗，合計約54.6萬劑，較去年度同期多19%，目前尚餘
約3萬劑可供市民接種。

衛署籲外遊防蚊
免染寨卡病毒

95%用戶不飲「頭啖水」
水務署不驗「頭浸水」

鉛
水
聆
訊

公屋食水含鉛聆訊昨日繼續。水務署總水務化
驗師陳健民供稱，「頭浸水」水辦是極端例子，
並無世衛標準可以比較，因此不會抽驗，又指水
務署研究指，95%用戶表明不會飲用「頭啖
水」。不過，代表委員會的律師石永泰質疑水務
署不應局限自己，認為應特事特辦。

抽驗極端例子公佈只會更混亂
在水務署工作34年、有逾30年抽水辦經驗的水務署

總水務化驗師陳健民昨日作供時指出，現時有5種驗水
方法，其中一種是「頭浸水」，但無法證明「頭浸水」
是居民經常飲用食水的一般水質，即使化驗結果超出世
衛標準，意義亦不大。他認為「頭浸水」水辦是極端例
子，如果抽驗並向公眾發佈結果，只會更混亂。
陳健民指出，「頭浸水」含鉛濃度高，不能視作市民

飲用到的日常平均濃度。他又說，水務署正進行一項用
水研究，截至今年1月初共訪問了348個用戶，95%表
明不會飲用「頭啖水」。
代表委員會的律師石永泰認為，署方應特事特辦，而

非自己局限自己，認為署方實質是「非不能也，實不為
也。」陳健民不同意，指水務署不能自己「想點抽就點
抽」，然後不處理得出的結果。他又稱，本港早已禁用
鉛喉及含鉛焊料，而從科學角度9.9微克仍然屬安全，
相信10微克的標準是以健康為本。 ■記者 文森

RSV病毒專攻幼嬰 倡哺乳增嬰抵抗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呼吸道
病毒種類繁多，中大醫學院三個學系
耗時兩年，分析1998年至2012年期
間，近兩萬名確診感染7種呼吸道病毒
且入院的病人數據後發現，5歲以下兒
童及65歲或以上長者感染呼吸道合胞
病毒（RSV）及甲型流感比率最高，
前者更專門攻擊一歲以下嬰幼兒。有
學者形容它們為「殺手病毒」，建議
實行餵哺母乳以提高新生嬰兒的抵抗
力。
為深入了解呼吸道病毒在本港的流
行情況，中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兒
科學系、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感染及
傳染病科耗時兩年，分析1998年至
2012年期間共19,405名確診感染甲型
流感、乙型流感、RSV、腺病毒、副
流感一型、二型、三型共7種呼吸道病
毒，並且入住威爾斯親王醫院的病人
數據。研究顯示，逾半數5歲以下兒童
及65歲或以上長者均感染RSV或甲型

流感，其中37%兒童感染RSV，其次
為甲型流感（25%）；長者則以感染
甲 型 流 感 為 主 （56% ） ， RSV
（17%）緊隨其後。
研究亦發現，RSV專門攻擊一歲以

下嬰幼兒，十五年間共約350名嬰幼兒
染病，數字較患有甲型流感的多出3
倍。在長達15年的病人數據中，共有
308名死者確診呼吸道病毒感染，當中
5歲以下兒童有16人，65歲或以上長
者有239人，死亡率較其他年齡層高。
參與研究的中大微生物學系系主任

陳基湘引述研究結果指出，2月為甲型
流感死亡率高風險期；8月中至9月為
次高峰期，以RSV及甲型流感為主。
他強調，呼吸道病毒是病人入院及

引致死亡的一個重要成因，形容
RSV及甲型流感為「殺手病毒」且
集中攻擊兒童及長者，平均每年每
23名 5歲以下兒童中，便有一人入
院，即「一個班級內就有一兩個會因

而入院。」

3個月至7個月嬰兒最易染RSV
兒科學系系主任梁廷勳補充，RSV

是造成一歲以下嬰幼兒細支氣管炎與
肺炎的最主要病毒，加上該病毒對溫
度敏感，超過攝氏37度即不可存活，
故冬天較易感染該病毒。他又指出，3
個月至 7 個月大的嬰兒最易感染

RSV，因為源自母體的被動保護抗體
於3個月後只會尚餘小量，嬰兒抵抗力
會轉差。為減低嬰兒感染RSV，梁廷
勳鼓勵餵哺母乳，有助提高新生嬰兒
於頭半年前的抵抗力。
他又說，因病毒可於玩具等硬物存

活逾6小時，衣服及手上存活達一小
時，故若想預防RSV，應注重個人衛
生以減低感染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統計處最新
調查顯示，本港吸煙人士比率持續下降，但中小
學生吸食電子煙的情況卻令人關注，有2.6%小四
至小六學生及9%中一至中六學生曾吸食電子
煙；現時仍有吸食電子煙的中一至中六學生則有
1.3%。政府正研究通過立法禁制電子煙入口、製
造、銷售、分發及宣傳，冀盡快將條例草案提交
立法會審議。
根據統計處最新一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

告書》指出，去年習慣每日吸煙人士有64.1萬
人，其中53.8萬人（83.9%）是男性；女性則有
10.3萬人。調查結果顯示，本港吸煙人士比率呈
下降趨勢，去年習慣每日吸煙的15歲及以上人士
比率為10.5%，較2012年下跌0.2個百分點；15

歲至19歲青少年吸煙比率，亦由2012年的2%下
跌至去年的1.1%。

陳肇始：女煙民十年間沒跌須關注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昨日指出，雖然本

港繼續是每日吸煙人士比率最低地區之一，但仍
不能掉以輕心，尤其個別組群的吸煙比率未見明
顯下降，例如女性吸煙率在過去10年仍停留在
3%至4%的水平，同時亦面對電子煙漸見普及的
挑戰，尤其根據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進行的調
查，不少中小學生均曾吸食電子煙。
她續說，政府十分關注此情況，正研究通過立

法禁制電子煙的入口、售賣等，以保障公眾健
康。當局亦會繼續推動控煙工作。

小學生吸「電子煙」當局研立法禁入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外圍經濟不明朗影響
下，香港經濟亦轉差。馬會
行政總裁應家柏（右圖）昨
日與傳媒午宴時表示，預料
2015至2016年賽馬投注額會
終止近年升勢，按年下跌3至
5%。不過，馬會撥款的慈善
項目及總金額卻未有因而減
少，包括於2014至2015年度
的慈善捐款高達38.7億元，
更躋身國際十大慈善組織之
列。馬會將於今年9月下旬首
次於本港舉辦為期兩天的大
型國際慈善論壇，匯聚國際
慈善家及業內專家，一同推
動青年、教育、人口老化、
貧窮及社會共融等議題的未
來協作。
馬會於2014至2015年度的

慈善捐款達38.7億元，資助
的慈善及社區項目共計189
個。早前香港賽馬會慈善信
託基金於倫敦財經報章City

A.M. 發佈的「世界慈善指數
2015」位列第六位，更在一
眾資金來自公眾收益或募捐
的公益機構中全球位列第二
位。應家柏昨日指出，馬會
作為香港最大慈善公益資助
機構，一直秉承積極回饋社
會的精神，未來會繼續深入
了解社會問題的根源，連繫
政府及社區合作夥伴，共同
回應社區需要。

9月首辦國際慈善論壇
而為了應對大都會所面對

的社會問題，馬會將於今年9
月下旬首次於本港舉辦為期
兩天的大型國際慈善論壇，
並以「慈善共創 都市聚焦」
為主題，匯聚逾千名本地、
亞洲及國際慈善家和業內專
家交流及分享經驗，圍繞多
項大城市所面對的社會議題
作出討論，並推動業界未來
的協作。

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
總監張亮指出，慈善基金捐
款金額由數年前的平均每年
約10億元，倍增至現時的近
40億元，令馬會有更多資源
重點推動青年、長者及體育
三方面的相關工作。他透
露，鑑於有調查指香港不足
一半市民懂游泳，南丫海難
後更令人明白該項謀生技能
的重要性，故會撥款逾千萬
元與香港游泳總會及康文署
等合作，於今年暑假起資助
小一學生學游泳，預計1.6萬
名學生受惠，詳情將於4月公
佈。

馬會年捐近40億 列國際十大「善長」

■政府昨日公佈最新吸煙比率數字。

■ 陳 基 湘
（中）形容
RSV 及 甲
型 流 感 為
「 殺 手 病
毒」。

趙虹 攝

■■海關關長鄧忍光海關關長鄧忍光（（左四左四））昨日總結昨日總結
海關海關20152015年的工作年的工作。。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