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關在貨車密斗內檢獲約36萬支私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海關根據線報追查後採取反私煙
行動，前日在荔枝角街頭截查一
輛可疑目標貨車，在貨斗內檢獲
約36萬支懷疑私煙，市值約90萬
元，駕車男子當場被捕，海關相
信該輛貨車被用作分銷私煙用
途，正追查其私煙來源，案件仍
在調查中，不排除再有拘捕行
動。
涉案被捕貨車司機28歲，事後

連同涉案貨車一併帶返海關總部
扣查。據悉，海關是於早前接獲
線報，經調查後鎖定目標，前日

即採取一項反私煙行動。關員在
荔枝角街頭埋伏監視，稍後發現
一輛目標密斗貨車，遂上前將貨
車包圍截停調查，在貨斗內檢獲
約36萬支懷疑私煙，估計市值約
90萬元，應課稅值約69萬元，涉
案司機當場被拘捕。海關初步相
信被扣查的貨車用作分銷私煙用
途，案件仍在調查中，不排除會
有更多人被捕。
根據《應課稅品條例》，任何

人若處理、管有、售賣或購買私
煙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
被判罰款100萬元及監禁兩年。

海關伏擊貨車
檢值90萬元私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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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肉禁令範圍「有得縮」
高永文：衛生證明書須有效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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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熱血公
民」副主席鄭錦滿早前在圖書館拍片，煽動支
持者用「自己方式」將簡體字書下架，遭警方
落案起訴一項「盜竊罪」。
案件昨於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暫毋
須答辯，以等候控方向律政司索取法律意見，
案件押後下月20日再訊，其間獲准以500元
保釋候訊。
被告鄭錦滿（28歲）報稱任職議員助理，

被控於2016年3月29日，在何文田培正道的
九龍公共圖書館偷竊9本圖書，屬特區政府財
產。據悉，案發時有人親自拍攝短片，示範在
公共圖書館搜集簡體字書籍，然後丟到垃圾桶
內，又或將書籍藏於隱蔽地方，包括書架與牆
壁間的縫隙，及擺放滅火筒的櫃內等。

他將短片上載到社交網站，聲稱要教網民
「銷毁」公共圖書館的簡體字書籍。在該上載
的短片中，鄭錦滿指康文署轄下各區圖書館自
2006年至今，共購入多達60萬本簡體字書
籍。
警方經調查後，於去年4月6日拘捕鄭錦
滿，指他涉嫌盜竊及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
用電腦。案件隨即轉交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
查科跟進，花了差不多一年時間，卒正式刑事
起訴他盜竊罪名。
事件引起坊間熱議，不少市民事後紛紛嘲

笑並譴責此一幼稚、極端行為，侵犯了港人在
公共圖書館閱讀和借書權利，更利用文字和書
籍政治化，破壞內地和香港的關係，猶如港版
「焚書坑儒」。

鄭錦滿涉圖書館偷書下月再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貨車司機日
前涉在荃灣住所燒炭自殺，企圖與3名子女同
歸於盡，幸妻子及時揭發報警，令稚齡子女不
致枉死。涉案貨車司機被控3項企圖謀殺罪，
案件昨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暫毋須答
辯，案件押後至5月18日再訊，以等候政府的
指紋鑑定及醫療報告，其間被告需要還柙。
被告張儲剛（35歲）面對的3項控罪，指張
於本年3月21日，在深井油柑頭村一單位內，
企圖謀殺兩名男孩及一名女孩。
案發於當日上午約6時半，警方接獲一名女
子報案，指其35歲丈夫在油柑頭村一單位內
企圖自殺。警方接報到場，發現被告、其6歲

女兒及4歲兒子躺臥在睡房床上，身旁有一盆
燒過的炭，隨即將已陷入半昏迷的被告，連同
兩名仍然清醒的子女送院治理。警員其後在單
位內另一房間發現一名27歲菲籍女傭及被告
的兩歲兒子，二人亦一起清醒送院。
據早前報道，被告自備貨車從事運輸業，
每日清晨開工幫菜販運送蔬菜，下午則運送凍
肉，其姓羅（33歲）妻子則在荃灣一間美容
院任職推銷員，夫婦另聘有菲傭協助照顧子女
起居。惟半年前夫婦感情生變，經常爭吵，至
今年1月有人更涉嫌毆打妻子，終至婚變，目
前兩人正分居，並辦理離婚手續及爭奪子女撫
養權，妻暫已遷出，搬往附近麗城花園居住。

父圖與子女一鑊熟 被控企圖謀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海關本周一
在機場揭發暖風機郵包藏軍火案，警方新界南
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共檢獲6,400發子彈及
5件曲尺槍械部件，拘捕一對涉案男女。至前
晚再根據資料在大埔太和邨再拘捕另一名向同
一供應商購貨男子，並檢獲6支長、短仿製氣
槍。
涉案被捕男子姓麥（29歲），前晚約11

時，重案組探員掩至大埔太和邨一單位將其拘
捕，並檢獲2支長氣槍及4支氣槍，他涉嫌
「藏有仿製槍械」被扣查。據悉，麥從事中港
運輸工作，是一名槍械愛好者，他聲稱氣槍是
收藏品，警方相信他與早前被捕的男女並不相
識，但是向同一個外國供應商郵購貨品。
海關是於本周一（20日）在機場空運中心

發現3個從外地寄運來本港的暖風機包裹內，
揭發藏有共3,400發點22口徑子彈。案件轉交
新界南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翌日分別於在屯
門屯隆街及落馬洲新田村拘捕一對姓孔（42
歲）及姓李（44歲）男女，並檢獲兩個包裹，
再起出3,000發子彈及5件槍械部件，被捕男
女涉嫌無牌藏有槍械及彈藥罪，扣查後暫准保
釋候查。

郵包藏軍火案
警上門再拉一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紅磡黃埔花
園一單位險生家居意外，一名八旬婆婆昨晨在
10樓寓所晾衣，有衣物不慎跌在樓下冷氣機
頂，婆婆俯身窗旁用竹枝企圖撿拾時，疑失平
衡跌出窗外險墮樓，幸她及時抓住晾衣架，其
八旬丈夫聞聲及時緊抱妻子雙腳並呼救，消防
趕抵破門入屋，將婆婆救返入屋，婆婆僅受驚
及手部擦損送院敷治。
險失足墮樓婆婆姓司徒（82歲），其丈夫

姓關（88歲），兩人同住在黃埔花園清樺苑
10樓一單位。昨晨6時許婆婆起床後，見天氣
好轉即往窗邊晾衣，但有衣物意外跌在樓下單
位的冷氣機頂，她遂用晾衫竹企圖撿拾，但竹
枝長度不足，她遂上半身俯身窗外撿拾，終因
頭重腳輕失平衡，跌出窗外，幸婆婆及時捉住
晾衫架，未致墮樓，並高呼求救。
丈夫聞聲立即趕至捉緊妻子雙腳，但卻未有

足夠力氣拉回妻子入屋，惟有高呼救命。鄰居
聞聲發現險情，即代為報警求助，並一度企圖
入屋協助，但卻無人開門。消防員接報趕到破
門入屋，終將婆婆救回屋內，她僅手部擦損及
受驚，經送院治理後已無大礙。婆婆事後表示
不敢再用竹枝撿拾衣物，其丈夫則表示會考慮
安裝窗花，以防意外重演。

婆婆晾衫險墮樓
老翁抱腳救愛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粉嶺「名
都」一名患有妄想症的普通話女導師，疑因投
訴鄰居的噪音問題多年未獲解決，遷怒屋苑管
理公司的女經理，趁着業主立案法團召開會議
之際，向女經理淋潑通渠水，女經理嚴重燒
傷，身旁一名男士亦被腐液濺中受傷。躁婦早
前在高等法院承認兩項「意圖淋潑腐蝕性液
體」罪名，法官昨指事件禍及兩名無辜市民，
要就創傷後遺症畢生受苦，重判被告入獄8年
以收阻嚇。
被告張琼（48歲），2015年5月被捕後一直
還押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及後診斷出患有妄
想症，被告昨透過大律師向兩名受害人致以最
深切歉意。

投訴噪音不果 遷怒物管職員
法官判刑時指，本案無疑是一宗悲劇，被告

是一名對子女關懷備至的好媽媽，案發時丈夫
不幸患上鼻咽癌，令她承受巨大精神壓力。為
了樓上噪音問題，她自2011年即開始向屋苑
管理公司投訴，前後報了35次警，更為此暫
時搬屋，事隔多年噪音問題仍未解決，被告受
到自身病情影響竟遷怒管理公司職員，找機會
報復洩忿。
法官坦言事件令兩名受害人一生痛苦，根據

兩人創傷報告，遇襲姓李女經理身上有三成皮
膚嚴重燒傷，除了要承受5次植皮手術的痛
苦，面上和身上也留下明顯疤痕，出院後仍要
持續接受激光治療，創傷後遺症令她無法繼續
到管理公司上班。至於被腐液濺傷的姓劉男傷
者，身上有4%化學燒傷，同樣需要接受植皮
手術，長期穿壓力衣，時常擔心旁人注視目
光，生活備受影響。
法官強調，被告所犯的罪行非常嚴重，行事

有計劃，為了阻嚇同類罪行發生，要令犯事者
三思而行，決定將量刑起點定為12年，因被
告認罪獲扣減三分一刑期，實際入獄8年。
案發於2015年5月15日晚上8時，業主立案

法團舉行會議時，被告要求法團主席處理其噪
音投訴，但遭拒絕。被告到五金店買來一支通
渠水，晚上9時半被告要求女經理離開會議室
討論噪音問題，但遭拒絕，被告突向她淋潑通
渠水，坐在她身旁的姓劉男士同被濺中。政府
化驗師其後化驗，該支10毫升通渠水內含
95%的硫酸，當時被告的手袋亦給燒穿。

淋鏹傷女物管經理
婦認罪囚8年

巴西肉風波在港持續發酵。食物
安全中心日前宣佈暫停所有巴西生
產的冷藏及冰鮮肉類和禽肉進口，
有餐飲業人士指出，若當局短期內
未能解決問題，估計肉類價格將上
升50%，成本或需轉嫁予消費者，
食肆可能加價。亦有業界批評政府
一刀切的做法倉卒，令市場訊息混

亂，要求盡快查清楚市面是否仍有巴西黑
心肉。

額外成本或轉嫁消費者
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昨日接受電

台訪問時指出，由於巴西進口肉類價錢便
宜，肉質合乎標準，本地有60%食肆選
用，故今次事件造成的影響頗大。不過他
認為，本港有法例管制，加上食安中心已
加強抽查，市民毋須「自己嚇自己」。
他指出，本港現存巴西凍肉食品有約

200個貨櫃，相等於約兩個月用量。但若
問題短期內未能解決，食肆及零售商同時
購買其他地方的肉食，會將價格「搶
高」，以美國肉食為例，價錢有機會增加
50%，額外成本或需轉嫁予消費者。

一刀切惹混亂 冀局方速查清
出席同一節目的凍肉海鮮批發零售商

會前秘書長鄭興表示，現時只有5間被指
有問題巴西公司出口肉類到本港，港府卻
一刀切暫停所有巴西肉入口，批評做法太
倉卒，導致市場訊息混亂。
他認為，應先查證有問題批次有否流入

本港，或是已經轉口，政府應盡快查清
楚。他又指，已有肉商封盤並將庫存抬價
15%，市民亦不知道應否繼續食用巴西肉。

敘福樓集團執行董事黃傑龍在另一電
台節目中表示，現時業界需以其他貨源代
替巴西肉類，令成本上升，期望政府盡快
查清入口本港的巴西肉是否安全，並在兩
三個星期內公佈結果，以釋大眾疑慮，否
則食肆可能開始加價。
另外，食安中心昨日與110多名入口
商、分銷商及餐飲業界代表開會，討論巴
西肉事件。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
表示，日前食安中心化驗的所有樣本均合
格，惟政府早前宣佈於本月22日後入口
的巴西凍肉食品等被禁止入口，已抵港但
未過關凍肉需全數退回或銷毀，不能在碼
頭寄存。
他續說，現時肉類貨源緊張，如昨日
所有凍肉包括雞、牛和豬肉，供應商已將
價錢提高30%。他坦言，業界對政府的
跟進及做法不滿，恐蒙受重大損失，期望
政府盡快公佈合格供應商，再度批准巴西
肉入口。

凍肉商不滿懶理業界死活
凍肉入口商譚浚源在會場外說：「剛

剛有一貨櫃（凍肉）已到，還有幾十櫃之
後會到，現在『一刀切』全部都封，不理
我們行業死活。」他形容現時是「政府擺
酒我付錢」，其損失無法估計。
另外，香港麥當勞表示，近期推出的

香烤雞翼、香烤雞腿和麥香雞，食材主要
來自中國，部分批次曾來自巴西，但沒有
向涉事的21間巴西廠房進口食材。
不過，為釋除公眾疑慮，決定即時暫

停出售香烤雞翼。至於現時各餐廳出售的
香烤雞腿及麥香雞，已確認全部來自中
國。 ■記者 文森

短期內不解決
肉價恐漲五成

高永文表示，昨日與巴西駐港總領
事會面，對方的態度非常積極，

領事館人員會和港府保持緊密溝通，
亦會與其國內有關當局保持溝通，盡
快為本港提供更多資訊。
他指出，雖然巴西當局指調查範圍
是一張21間公司的名單，但其實從巴
西獲得批准可進口肉類和禽肉往本港
的公司逾1,000間，實未能確定巴西政
府的調查範圍是否只限於這21間公
司，故他同意日前食安中心作出的進
口禁令。
不過他表明，若資料顯示調查只限
於這21間公司，而其他所有肉類製品
廠都沒有涉及此事，亦即這些出口商
或製品廠的衛生證明書均是有效和可
信，他們可考慮將進口禁令的範圍縮
小。
他續說，若能進一步取得資料，這
些公司在最近一段時間已進口本港的
肉類或禽肉製品的批次資料，港府有
可能進行一個針對性，或範圍比較小
的回收或檢驗，這亦可同時向大眾提
供更清晰保證，其餘的肉類或禽肉在
香港市場上是絕對安全。
就其中一間供應商供應的巴西肉含
沙門氏菌，高永文重申，市民只要將
肉類完全煮熟，便可避免包括沙門氏
菌在內的一些細菌之感染。

當局無要求零售商下架
食衛局副局長陳肇始昨日與業界會

晤後表示，現時已進口本港的巴西肉
均可繼續出售，並無要求零售商下
架。惟部分商戶基於安全理由下架，
屬自願性質。
而根據早前的化驗結果，無證據顯

示運港凍肉出現品質問題。她強調，
食安中心最大責任是保持食物安全，
為食物安全把關，而這個只是預防性
措施，禁運亦不是永遠，只屬暫時措
施。
食安中心顧問醫生何玉賢表示，現

時按規定，巴西肉類不能進口，業界
可以選擇將肉退回巴西又或以其他方
式處理，包括銷毀。

最新抽查27樣本全合格
食安中心昨日傍晚指出，中心會繼

續加強抽驗由巴西進口的肉類和禽
肉，自本周二，中心在入口和零售層
面，共抽取了27個樣本作肉類腐壞及
其他食物安全指標（如金屬雜質）檢
測，結果全部合格。

醫局停病人餐單牛豬肉
另外，醫管局指，由昨日起，病人
餐單已停止使用豬肉及牛肉產品。醫
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指出，巴西入口
的豬肉及牛肉佔公立醫院整體食材數
量約40%，但由於雞肉、魚類、蔬菜
等其他食材均可作替代，相信醫院膳
食服務不會受到影響，供應商亦會處
理食材供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港府禁止所有巴西肉進口，惹來

業界批評。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與巴西駐港總領事會面

後表示，若巴西當局能提供進一步資料，顯示除21間被調查公

司外，其他巴西公司的衛生證明書均有效及可信，會考慮縮小禁

令範圍。另外，食物安全中心自本周二起共抽取了27個巴西肉

樣本作檢測，結果全部合格。

■高永文（中）昨日在政府總部會見巴西駐港總領事Piragibe dos
Santos Tarrago（左二）和副領事Bruno Graca Simoes（左一），
討論禁止巴西肉類和禽肉進口事件。

■業界人士表示，現時肉類貨源緊張，如昨日所有凍肉包括雞、牛和
豬肉，供應商已將價錢提高30%。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