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哮喘豬」食署出錯 四建議改善
或非單純食安問題 疑驗尿樣本落藥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

文）香港特區於本月初發生含哮

喘藥生豬流入市面事件，部分豬

肉或已被市民食用。港府昨日公

佈事件調查結果，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高永文解釋，由於食環署職

員在執行既定程序及指引上有不

足之處，兩組人員溝通又欠妥，

令豬隻流出市面；加上活豬交易

記錄不完善，令零售商名單出

錯。他承認事件毫無疑問責任在

政府，形容「上了寶貴一課」，

向公眾致歉。他同時透露，事件

或非單純食物安全事件，已向警

方尋求協助，而內地執法部門亦

會作出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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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豬」流入市場時序
8月4日

■9時至中午 涉事批次共319隻內地活豬分批運抵上水
屠房（120隻）及荃灣屠房（199隻）。食
環署食安中心農業化學及獸醫藥物小組
（農獸藥組）抽取尿液樣本

■21時10分 漁護署獸醫化驗所初步報告顯示，部分尿
液樣本疑含獸藥乙類促效劑殘餘，口頭通
報農獸藥組，並表示需作進一步測試確定

■22時26分 化驗所發出第一次中期書面化驗報告，顯
示15個尿液樣本檢測結果為「待定」

■23時55分 食環署肉類檢驗小組（驗肉組）檢查屠房
記錄系統內測試結果，仍屬「待定」，向
農獸藥組查詢，結果一樣

8月5日

■0時00分 屠宰服務開始。經屠宰後豬隻陸續由食環
署衛生督察進行宰後檢驗，然後在合格豬
殼蓋上「政府檢驗」蓋印，陸續運離屠場
往各零售點

■0時05分 農獸藥組指示一名入口商扣留涉事批次豬
隻

■0時15分 化驗所向農獸藥組表示仍未有結果

■0時30分 驗肉組向農獸藥組查詢，結果仍屬「待
定」

■1時20分 農獸藥組通知上水屠房營運商五豐行，需
立即扣留涉事批次的豬隻

■1時50分 驗肉組致電農獸藥組查詢扣留涉事批次豬
隻事宜。農獸藥組要求驗肉組扣留涉事批
次豬隻，因檢驗結果很大可能為陽性。驗
肉組立即通知五豐行採取行動扣留涉事批
次豬隻

■2時15分 驗肉組要求五豐行聯絡買手，要求買手就
豬殼有可能已由上水屠房流出零售點作追
查

■3時 化驗所發出第二次中期書面化驗報告，結
果為「待定」，其餘合格

■4時 化驗所發出最終書面報告，確認6個尿液
樣本的檢驗結果為陽性

■4時至7時30分 五豐行陸續追尋和封存在上水屠房內受影
響豬隻，惟部分已流出市面零售點

■資料來源：食物及衛生局 ■整理：翁麗娜

食衛局昨日舉行記者會，公佈來自江西兩個農場的
活豬尿液樣本檢出違禁獸藥的調查結果。食環署

署長劉利群指出，根據既定程序及部門指引，進入本
港屠房的每批食用動物，均會被抽取樣本進行化學物
及獸藥殘餘測試，倘發現樣本未能通過檢測，有關批
次會被扣起及銷毀。在未確認通過檢測前，不應開始
屠宰豬隻，就算豬隻已屠宰，亦不應放行及運到市面
出售。

程序執行與溝通不足
她解釋本月4日及5日發生的情況時指出，4日晚食
環署食物安全中心屠房組轄下農獸藥組，從漁護署得
悉豬隻樣本的初步測試結果，指有樣本未能通過測試
需要覆檢時，該組人員未能及時確保入口商扣起涉事
豬隻，也未有及時讓上水屠房的驗肉組人員充分掌握
有關資料。
她續說，驗肉組人員在未有資料顯示有關樣本已通
過檢測前，並無暫停檢驗受影響豬隻，亦無及時扣留
有問題豬隻的屠體。及後從農獸藥組得悉有關批次豬
隻初步測試結果，並立即停止豬隻運送時，部分涉事
豬隻已運離屠房。
她承認，事件反映兩組人員在執行既定程序及指
引上有不足之處，溝通亦欠妥，未在關鍵時間將關
鍵信息傳達，最終未能發揮把關作用，讓有問題豬
肉流出。

營運商入口記錄不齊全
追蹤涉事豬肉方面，劉利群指調查發現屠房營運商
並未備存完全正確的零售點資料，加上本月3日及4日
其實有不同入口商從其中一個涉事農場入口豬隻，而
兩批豬隻均有於5日在上水屠房進行屠宰，但營運商
的電腦系統並無備存入口商記錄作區別兩批豬隻之
用，因此令食環署在追蹤有問題豬肉下落時更困難。
劉利群續說，涉事零售點與買手早前已應他們要求
提供單據，但部分單據並不齊全。經進一步調查後，
當局公佈的27間涉事零售點，均於當日獲供應由涉事
農場進口及在上水屠房屠宰的豬隻，其中獲供應本月4
日進口涉事豬隻的零售點共11間，其餘16間零售點的
豬隻雖來自涉事農場，但屬於本月3日已進口的批
次，已通過尿液檢測，並無問題。

向涉事27零售商賠償
高永文承認，今次事件影響市民信心，毫無疑問責任
在於政府，他向市民及相關持份者致歉。食環署亦已發
信向受事件影響的27名零售商致歉，並會作出賠償。
劉利群亦為食環署把關不力的失誤，向公眾道歉。
另外，由於事件涉及由江西農場供港豬隻，高永文
透露，國家質檢總局參考本港提供的化驗結果，發現
豬隻尿液樣本的哮喘藥濃度異乎尋常地高，但根據以
往經驗，若農民企圖使用藥物作瘦肉精，通常會在屠
宰前一段時間停藥，以降低藥物超標，因此不排除豬
隻是在被抽尿液樣本前後被另施藥物。
他進一步指出，由於內地當局經詳細調查後，確認
哮喘藥源頭並非兩個涉事農場，豬隻在運送期間亦經
過一些中途站，事件或非單純的食安事件，不排除另
有原因，港府已向警方尋求協助，內地當局執法部門
亦會作出跟進。警方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已收到相
關部門資料，正了解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今次事件中共有
40隻「哮喘豬」流出市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由於職員未有嚴
格按照指引，導致問題豬隻流出市面，使零售
商在不知情下購入或出售問題豬肉，政府會為
此負責，就銷毀他們的豬肉及豬內臟發放一筆
過特惠金，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金額按統計處
公佈的豬肉市價及銷毀數量計算，現時未有實
質金額。
高永文指出，無論27個零售商的豬肉是否有

問題，當局都會按照他們被扣押及銷毀豬肉和
豬內臟數量，發放一筆過的特惠金作補償，詳
細計算方法會再與業界溝通，但按照一般做
法，會以一段時間的市面平均零售價格計算。

他又感謝業界在今次調查過程中配合政府的調
查及跟進工作。

會追究違規商戶責任
對於事件揭發有商戶未有妥善保存記錄，高

永文表明，如發現有違規情況，食環署會作出
跟進及嚴格執行有關法規，追究責任。
食環署署長劉利群亦希望市民明白，在屠房
工作的食環署員工，一直以來都緊守工作崗
位，他們對發生今次事件亦感到難受，「事件
反映的內部溝通不足及延誤等問題，署方會嚴
肅跟進。如有員工涉及違規行為，會按公務員
事務局訂定的指引及程序，盡快處理，確保有
關調查公正無私。」

發一筆過特惠金 數額未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昨日公佈
含哮喘藥豬肉流出市面事件調查報告，承認責
任並向受影響的零售商發出道歉信及特惠金，
惟業界反應不一。豬肉行總商會理事長許偉堅
表示，滿意政府回覆及賠償水平，希望事件告
一段落，逐步重建肉檔的商譽。但香港農業聯
合會主席陳建業表示，現階段不打算接受賠
償，計劃採取法律行動追討損失。

稱局方反應算迅速
許偉堅認為局方反應尚算迅速，加上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高永文亦為事件致歉，希望事件可
告一段落。他指漁農署保證將檢疫報告的提交
時間由每晚10時半提前至9時半，確保安全才
開始屠宰豬隻，同意政府相關新措施，不介意
可能因此延遲豬肉供應，相信可以避免同類事

件再次發生。
對於今次有零售商被「點錯名」，許偉堅認
為對商譽一定有影響，受影響的零售商生意雖
然一度下跌，但經過政府澄清後，市民已恢復
購買信心，相信可逐步恢復商譽。

指賠償未彌補損失
購入問題豬隻的陳建業則表示，事件發生

後，生意額一度下跌80%，其後透過提供貨品
減價促銷，現時生意額下跌約40%，估計政府
的賠償未能彌補損失。
他又指目前政府監管機制存在缺失，在未
有檢測報告的豬隻已先賣給零售商，難以確
定豬隻品質。他希望約見局方商討改善檢驗
豬隻的機制，並在會面後才決定會否向有關
方面索償。

業界對賠償反應不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虹）全球最大型的器官
移植國際會議首次在香港舉行，並於昨日舉行開幕
典禮。香港器官捐贈登記人數持續低迷，估計每日
雖平均有2,000名病人等候合適的器官移植，惟每
年卻少於200名合適捐贈者。港府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高永文指出，現時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對合適捐贈
者認識不足，估計可能忙於做自己的工作，而未有
及早向器官移植聯絡主任通報合適捐贈的病人，有
必要加強培訓，讓聯絡主任盡早接觸病人家屬，提
高捐贈機會。

高永文：商器捐立法可能
「第26屆國際器官移植大會」昨日在灣仔會展

舉行開幕典禮，並慶祝國際器官移植協會（TTS）
成立50周年，吸引約400名業界人士蒞臨參加。
TTS主席Philip O'Connell致辭時表示，非常期待
能在會議上聆聽關於器官移植基礎研究與臨床實
踐，以及在倫理及公共政策方面的最新進展。他表
示，TTS已引領人類器官移植領域研究長達半個世
紀，冀望今年開始，為未來的50年奠定基礎。
擔任主禮嘉賓的高永文致歡迎辭時坦承，本港器

官捐贈登記人數持續低迷，估計每年合適捐贈者少
於200名，當中更有約半數因家屬反對而未能成功
捐贈，供求差距甚大。他承諾，港府會盡力改善現
時器官捐贈的情況，在加強宣傳的同時，檢討現行
器官捐贈政策，並探討立法的可能性。

促加強培訓提高捐贈機會
對於有專家批評本港器官捐贈供應數字持續低

迷，在於醫療配套不足，高永文回應指出，器官捐
贈需要宣傳、醫院內部等全面的政策配合，承認現
時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對合適捐贈者認知不足，認為
有必要加強有關培訓，讓聯絡主任盡早接觸病人家
屬，提高捐贈機會。
他又指，知道有國外專家批評本港器官移植聯絡

主任與人口不成比例，認為這需視乎各國家或地區
的國情及文化，難以人口比例作一界定。高永文續
說，現時內地已設立一個中央制度以配對所捐獻的
器官，相信已改變其器官捐贈模式。

港醫護對器捐者認識不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健文）今次事件明顯
反映本港豬隻檢驗的把關工作有改善空間。港
府指出，需改善屠房的工作流程，嚴格執行工
作守則及程序，加強培訓，以及加強監管豬隻
的交易記錄系統化等，確保市面出售的鮮宰豬
肉安全及可供市民安心食用。
食環署署長劉利群指出，因應是次調查結果，

食環署會採取4項改善措施，包括食環署與漁護
署已同意加快通報豬隻尿液樣本測試結果。漁護
署每晚約9時30分或以前，會將最後一輪檢測結
果通報食環署農獸藥組，該組人員會通知驗肉組
人員、屠房營運商及入口商有關檢驗結果。在未
有化驗報告證明豬隻百分百安全前，屠房營運商
不會開始屠宰豬隻。若發現任何問題，會立即通
知各方合力截停有問題豬隻。
她又指，食環署已加強監控措施，農獸藥組

人員每晚9時30分，會將當時掌握的檢測結果
通知管理級人員。如在任何過程中出現特殊情
況，農獸藥組及驗肉組人員亦會立刻向管理級
人員匯報，作出適當跟進。
同時，食環署已提醒所有相關人員和屠房營

運商，必需嚴格根據既定程序及部門指引辦
事。食環署亦已檢討兩組人員的溝通模式，並
加強相關人員的訓練及進行演習，以改善日後
的溝通，並採取適時應變措施。

商建可靠系統助追蹤
就改善追蹤機制方面，劉利群指食環署將成
立工作小組，與相關持份者包括入口商、屠房
營運商、買手及零售商，商討建立一套可靠記
錄備存系統，確保涉及交易之分銷商及零售點
的資料無誤，有助追蹤分銷情況。

加快互通結果
強化培訓監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食衛局承認「哮喘
豬」事件涉及人為失當。民建聯立法會漁農界議員何
俊賢昨日指，特區政府應調整現行機制，待下午4時
發出檢疫報告後才開始拍賣，除了可保障肉商的權
益，若出現問題則只需要向三間供港活豬代理追蹤問
題豬肉，問題豬肉流出的風險相對較低。
何俊賢指出，特區政府提出着力強化部門間的溝通

及加強檢測流程，在短期內必然收到效果，避免同類
事件發生，但這做法有兩個問題，一是現行機制下仍
不可避免人為失當，中、長期仍有可能再發生同類事
件；二是，即使現行機制能發揮作用成功堵截有問題
的豬肉流出市面，但屆時可能多達五六十個肉商已購
買豬隻，在發現豬隻出現問題，政府在聯絡肉商停止
將問題豬肉流出的行動上，將會出現極大阻力，也涉
及較大的人力成本。

促調整機制 偕業界檢討
因此，他建議特區政府調整現行機制，待下午4
時發出檢疫報告後才開始拍賣，並促請當局盡快與
業界人士召開會議，在中、長期時間共同檢討包括
檢疫及拍賣機制的活豬供應鏈，尋求共識，保障市
民食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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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昨日公佈對港府昨日公佈對「「哮喘豬哮喘豬」」事件調查結果事件調查結果，，高永文高永文（（中中））
承認事件毫無疑問責任在政府承認事件毫無疑問責任在政府，，向公眾致歉向公眾致歉。。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全球最大的器官移植國際會議昨全球最大的器官移植國際會議昨
日在港舉行開幕典禮日在港舉行開幕典禮。。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