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鄭治祖）民建

聯昨日拜會新界鄉議

局，雙方談及新界及香

港目前問題，包括鄉郊

發展及原居民權益，但

沒有提到 9月立法會選

舉。鄉議局主席劉業強

表示，雙方同意大家是

兄弟關係，該局會繼續

支持所有愛國愛港的團

體。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就期望雙方日後增加交

流，共同為新界及香港

謀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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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蔬菜重金屬及除害劑方法
■按季節時令購買蔬果

■在流動的清水下徹底擦洗新鮮蔬果

■煮食蔬菜前，先沖洗、再浸泡於水中
1小時或放進沸水中焯一分鐘

■從多個不同來源選擇多種不同食物，
減低過量攝入某單一除害劑的風險

資料來源：消委會 製表：記者 翁麗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公立醫院
疑爆醫療事故。74歲男病人上月因屙嘔
不斷，而被送至基督教聯合醫院急症
室，診症患有胃炎。惟病人及後疑因病
床床欄未有正確拉上而跌下，經診斷後
證實腦部受到猛烈撞擊而腦出血，恐成
植物人。病人家屬指出當時負責照顧的
醫護人員只是學護，批評聯合醫院推卸
事故責任，要求院方盡快交代事件始末
及負上全責。個案負責律師認為事故不
尋常，質疑醫院敷衍應對，未有妥善處
理是次醫療事故。

家屬疑學護甩漏 卸責伊院
該病人的女兒、化名黃小姐指出，父

親於上月6日被送至聯合醫院，神智清醒
且只是診斷患有胃炎，惟其後父親從病
床跌到地下，並證實出現腦出血，「該
院主診醫生亦指出腦出血極可能是從床
上跌下所引致。」
身在現場的黃小姐指，當時已即時趕到

父親身旁，發現地上有數灘血跡，床欄亦
沒有拉上，質疑當時負責照顧父親的學護
未有跟足安全指引，加重父親病情。
黃小姐表示，父親雖然很快被轉至伊

利沙伯醫院接受緊急手術，惟術後醫生
指腦內壓仍不穩定，頭骨需時半年才可
癒合，就算甦醒亦會長期缺乏自理能
力，恐成植物人。
她又說，父親至今高燒不止，全身冒

汗令床單、枕頭濕透，但該院卻未有為
其更換，需待家屬探病時自行替換。
黃小姐續說，伊院早前稱父親情況穩

定，要求遷至老人院，批評要求不合
理。她又指聯合醫院試圖把治療責任推
給伊院，要求聯合醫院立即安排父親接

受迫切及適當治療，並於30天內全面交代事故始
未，為事故負上全責。

屢去信無回音 陳曼琪疑被敷衍
個案義務律師陳曼琪形容該醫療事故荒謬且不

尋常，表示事故發展至今，她多次去信聯合醫院
要求交代事件始未，惟該院至今仍未就事故進行
詳細調查，以及向家屬提交書面報告，質疑醫院
敷衍應對，未有妥善處理是次醫療事故。
涉事兩間醫院發言人回應指出，該病人入院時

多次要求離開擔架床如廁，因應病人情況，院方
建議他使用尿壺，之後發現其跌倒地上，該院人
員已隨即上前扶起病人，並放下床欄，協助其返
回床上。發言人強調，伊院現未有計劃安排該病
人出院，會以病人的臨床康復進展作依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土瓜灣北帝街食
肆「上壽司」於本月6日突然結業，12名員工被拖
欠2月份薪金及遣散費，當中欠薪款項至少20萬
元，10名員工昨日在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陪
同下到九龍城警署求助，郭偉強指食肆於1月底以
1萬元賤價易手，舊東主曾在易手前表示食肆「做
唔住」。

質疑新舊東主合謀避責
郭偉強表示，員工已在本月初向勞工處求助，

勞資審裁處4月底會處理案件，他質疑舊東主刻意
部署，利用新東主逃避欠薪刑責，其實有能力負
擔欠款，並濫用破欠基金，希望勞工處同時調查
新舊東主。
在食肆任職8年的主任葉先生表示，自己被拖欠

薪金及遣散費約10萬元，指食肆租約於4月始屆
滿，公司又沒有拖糧及拖欠供應商款項記錄，不
明白新東主為何接手一個月就毅然結業。
葉先生指，新東主接手後沒有裝修店舖，又不

熟行情，質疑新舊東主合謀詐騙。
葉先生又指，於本月6日收到新東主短信形式的

結業通知，甫回店就發現閘鎖已被更換，職員未
能取回私人物品包括專業認證文件及用具。
葉先生指，食肆內有較具價值的物品如冷氣機，

未知有否被搬走，擔心有人藉此作資產轉移。
葉先生指未能接觸新東主，只有勞工處能聯絡

到，指雖已向對方發信，但對方登記地址是食肆
地址，因此新東主有機會收不到信件，葉先生稱
會考慮申請破欠基金，及希望能取回在食肆內個
人物品、釐清事情來龍去脈及追討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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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壽司」結業拖糧
郭偉強助追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濫用
抗生素有機會導致「超級病菌出
現」。消委會聯同35個消費者組織，
去年底去信9間國際及本地連鎖集團，
要求逐步停止採購濫用抗生素的食
材，但全部未有承諾取締抗生素食
材。
其中，吉野家、翠華餐廳及「Sub-
way」，未曾與消委會會面也未作任何
回應，消委會對此深表失望。
9間集團在港合共有超過800間分

店，分別為三大國際連鎖快餐集團麥
當勞、Subway及肯德基；6間本地大
型連鎖快餐集團，大快活、太興、美
心MX、大家樂、吉野家、翠華餐廳。
大快活指正全面探討採購及使用無

抗生素食物的政策；太興指正向肉類
供應商了解如何減少使用抗生素，並
鼓勵供應商逐步減少甚至停用抗生

素；美心MX指會重新檢視家禽等供
應商使用抗生素方法；麥當勞則稱，
會跟隨集團政策，禁止使用抗生素催
谷動物快速生長；肯德基就表示已就
抗生素問題與總部聯絡；大家樂僅指
採購程序符合政府要求。

消委會倡政府速檢討法例
消委會指出，即使部分集團開始檢

視採購政策，但未有提出停用抗生素
的具體措施及時間表；又批評三大國
際連鎖快餐集團的回覆均缺乏承擔，
推展逐步停止採購濫用抗生素食材的
步伐緩慢，涵蓋的地區及所包括的食
材也不全面，未能照顧全球消費者。
消委會建議政府應從速檢討相關法

例，全面加強規管飼養食用動物時不
可濫用抗生素，提升整體香港肉類食
材的質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
麗娜）愈來愈多人關注食物
安全，願意買較貴的有機蔬
菜。不過，消委會首次進行
大型蔬菜檢測，發現37%聲
稱是有機的蔬菜樣本含有殘
餘除害劑（俗稱農藥）、
16%被驗出含有重金屬。其
中一款有機紫薯每公斤含有
0.07毫克毒死蜱，超標0.02
毫克。消委會副主席梁光漢
表示，本港至今未有定義何
謂「有機」，因此即使有機
菜被驗出有問題，亦不觸及違反商品
說明條例。

高永文：加強抽查跟進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關注消委
會測試結果，稱從食物安全角度而
言，有機食物的標準與其他食物都是
一樣。
他表示，食物安全中心會加強抽
查高風險食物，期望社會明白當局
有恒常機制抽查入口食物，尤其是
蔬菜，又指兩年前起實施食物內殘
餘農藥條例後，當局有監察報告提
及蔬果。
消委會去年8月至11月在超市、蔬
果店及街市等地，搜集127款蔬菜樣
本，其中聲稱有機蔬菜樣本佔去75
款，測試超過300款除害劑殘餘，及
7種重金屬含量。整體而言，46%蔬
菜含農藥、14%蔬菜含重金屬。若果
只按有機蔬菜而言，則有37%含農
藥、16%含有重金屬。消委會已將檢
測結果交予食安中心跟進。
消委會表示，一款來自「曉豐有機
蔬菜」的有機迷你紫薯檢出毒死蜱，
含量為每公斤0.07毫克，超出每公斤
0.05 毫 克的最高殘餘限量。而
「city'super中環店」的甘筍樣本檢出
每公斤0.09毫克鎘，接近含量上限。
此外，菜心及番茄被檢出含農藥的
比率較高。測試發現21款樣本中，有

18款、即86%菜心樣本檢出除害劑，
其次是番茄，15款中有 11款、即
73%檢出除害劑，但沒有超出最高殘
餘量限量。而椰菜、紅蘿蔔及甘筍就
驗出較少除害劑，分量亦輕微。

「有機」定義模糊
梁光漢坦言，香港目前對何謂「有
機」並沒有定義，而調查結果亦提醒
市民「『有機』蔬菜不等於零農
藥。」他說，採用有機耕種也不能保
證農作物完全會不含殘餘除害劑，美
國的有機農業法例指出，如在農產品
中檢出的殘餘除害劑含量低於美國環
保署所訂定的限量的5%，仍可標示
為有機農產品出售。他建議政府審視
世界各地食物中重金屬含量相關的法
例，並考慮修訂本港的法例，以提高
對食物安全方面的保障。
同時，不少預先包裝的有機蔬

菜，標籤上印有「有機」或「organ-
ic」字眼，並有認證機構的標誌或編
號等資料。然而以散裝形式出售
「有機」蔬菜的店舖，可能只會在
店內貼出其供貨農場的認證證書。
消委會提醒消費者可要求店舖在單
據上列明所選購的是有機菜才付
款，如有問題發生時方便追究。消
委會亦敦促店舖應在單據上明確列
出所銷售的蔬菜是有機菜，增強消
費者的購買信心。

37%「有機」菜含農藥 菜心番茄易「中招」

停用抗生素食材 9快餐集團一味拖

鄉議局昨日舉行執行委員會會議，會前與民建聯閉
門會面。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會務顧問譚耀宗，

副主席陳克勤、周浩鼎，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葛珮
帆、陳恒鑌及何俊賢出席。李慧琼到達會面場地時，
逐一與鄉紳握手。會面歷時約一個半小時。

雙方暢所欲言 會面時間3倍
劉業強在會後表示，雙方就新界目前問題、新界原
居民相關政策、政策對原居民的影響及香港政治氣氛
交流，大家都希望日後多合作，將問題解決，又同意
雙方是兄弟、同志關係，又形容氣氛會面非常融洽，
雙方都講真說話，而會面原本用30分鐘，但在大家暢
所欲言下，用了一個半小時。
被問到民建聯是否想跟組黨的鄉事派「修補關
係」，劉業強指出，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需要凝聚
共識及智慧才可解決問題，與是否組黨無關，又說會
面沒有講到9月立法會選舉，鄉議局會支持所有愛國
愛港的團體。
李慧琼同意劉業強的說法，指雙方過去及現在都是
兄弟關係，在許多議題上都有共同的關注，而大家都
是愛國愛港。她形容，大家在會上坦誠交流，鄉紳對
鄉郊發展、規劃提供意見，期望雙方日後增加交流，
為新界及香港做更多事。
她續指，雙方在會上未就立法會選舉交流，又尊重
所有團體在選舉及其他事情上的決定。民建聯希望與
立場相近的團體、政黨，在共同關注的議題上攜手合
作，尋求最大公約數，「如果跟鄉議局，特別是他們
關注的鄉郊發展、規劃、原居民權益上，我們都希望
一起努力，去解決他們的問題，沒有改變。」

有指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期間，鄉事派沒有盡力為周
浩鼎拉票，李慧琼說，劉業強早已表明支持周浩鼎，
不同地區的鄉親也全力拉票，要感謝鄉親在選舉期間
的努力。
對於有鄉紳不滿當局的丁屋政策，她強調，不同團
體對不同政策有不同意見，作為政黨要理解鄉親的激
烈反應，有責任向當局反映及協助解決問題，又強調
民建聯在「套丁」案上支持依法辦事。

譚耀宗：感激鄉事朋友出力
譚耀宗昨晨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民建聯和鄉議
局關係密切，鄉議局每年的酒會和周年紀念活動，民

建聯都會參加。在新界東補選中，民建聯很感激鄉事
派的出力，在不同票站都有鄉事的朋友出來幫手。
他強調，民建聯十分尊重鄉議局，因為他們才是

「本土」。新界很多與原居民有關的問題，民建聯都
很小心去研究、支持他們的要求，又希望特區政府在
遇到問題時，應和鄉議局及鄉事團體組織多商量，找
出解決辦法，以免引起爭坳。
被問及有鄉事派中人指會組黨參選立法會，譚耀宗

回應表示，不會評論支持與否。被問到會否讓路予有
鄉事背景的立法會參選人，譚耀宗表示，擔心自顧不
暇，但強調民建聯與鄉議局一直有合作，過去是，今
後也是。

民記鄉局親如兄弟
劉業強：續挺愛國愛港團體 李慧琼冀增交流

■梁光漢表示，本港至今未有定義何謂「有機」，因此即使有機菜被驗出有問
題，亦不觸及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梁祖彝 攝

■「上壽司」員工在郭偉強陪同下報警。莊禮傑 攝

■黃小姐（右）與陳曼琪（中）。 趙虹 攝

■會面期間氣氛融洽。 曾慶威 攝 ■劉業強形容民建聯與鄉議局為兄弟關係。曾慶威 攝

■■民建聯一眾成員拜會鄉民建聯一眾成員拜會鄉
議局議局，，傾談傾談9090分鐘討論香分鐘討論香
港政治與鄉郊發展等議港政治與鄉郊發展等議
題題。。 陳庭佳陳庭佳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