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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3000義工參觀軍營 與官兵同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

傑）食物安全與市民健康息息相

關，申訴專員公署調查報告卻

指，食環署對進口蔬果抽驗不

足，工人只抽查貨車近櫃門貨

物，對佔進口整體60%至80%

的海路蔬果缺乏恒常抽檢，而且

一般送往政府化驗所抽驗蔬果需

時19個工作天才有結果，遠比

緊急情況下的兩個工作天長。食

環署歡迎調查報告，整體上同意

申訴專員的意見，會落實及積極

研究建議。

申訴署批驗蔬果慢吞吞
抽查只揀近櫃門貨物 海路蔬果缺恒常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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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署接獲調遷申請。

房署轉介個案至社署服務中心進行評估。

服務中心通知社署，推薦投訴人一家遷往同邨單位，社署將結果通知房署。

服務中心結束個案。

房署建議投訴人遷往同邨一較小單位，投訴人以間隔相同會勾起家人不安為
由拒絕。

房署建議遷往同邨另一方向及間隔不同單位，邀請社工與投訴人及家人參觀
單位，投訴人因擔心引起家人不安而拒絕。

房署去信社署重申公屋編配原則，建議社署安排社工陪同申請人一家視察單
位，評估是否切合需要；社署服務中心接獲社署轉介並致電房署以釐清轉介
目的，要求房署得到投訴人一家同意再安排。

房署取得申請人書面同意，再將個案轉介中心，但中心沒有跟進。

投訴人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

公署介入後房署向投訴人了解情況，再將個案轉介社署重新評估。

中心與投訴人一家面談後去信社署，推薦調遞往不同類型單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為慶
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工聯會「工
聯志願服務團」日前舉辦「工聯千人義
工參觀軍營同樂日2017」活動，超過
3,000人齊齊到昂船洲海軍基地參觀，
並由官兵講解日常訓練與生活情況。

何靖張建宗田永江等主禮
中聯辦副主任何靖，香港特區政府政
務司司長張建宗，解放軍駐港部隊副司
令員田永江等出席活動並共同主禮。
是次活動的參加者分別來自工會、地
區服務處及青年工作隊伍36個義工總
隊，工聯會會長林淑儀與一眾工聯會領
導層於當天早上在軍營門外守候一眾義
工們，參加者到達後按指示登上護衛艦
參觀設備、輕武器和營舍等。儀式開始
時，由解放軍儀仗隊進行升旗儀式和軍
樂表演，之後全體義工合唱《歌唱祖
國》和大合照。
張建宗表示，參觀軍營的先進設備、
軍艦、操練、表演，令大家對國家和香
港的未來更有信心。他稱讚解放軍駐港
部隊多年來為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保
障國家的安全，作出重要貢獻。
他並指自政府在 1998 年開始推行

「義工運動」，香港的登記義工人數至
今已達128萬人。
他感謝義工們的無私奉獻，協助建設

關愛共融的社區。
田永江少將指出，過去20年來，駐
港部隊在特區政府和香港各界大力支持
下，堅決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嚴
格按照基本法並依照駐軍法履行防務職

責，嚴守紀律，為香港的安定繁榮，市
民的安居樂業，提供堅實的安全保障。
他表示，駐港部隊會一如既往，為特區
作出更大貢獻。

吳秋北盼加深對部隊了解
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表示，選擇於軍

營舉辦是次活動，是因為駐港部隊體現

國家對香港的支持，且參觀軍營是義工
們喜愛的活動。
該會義工多年為工聯會推動各種工作

的最堅實隊伍，付出最大、最無條件的
支持，令工聯工作獲得豐碩成果，希望
藉是次活動讓大家加深對部隊的了解，
同時對他們為香港安全繁榮作出無私奉
獻致敬。

工聯志願服務團成立於2010年，設
有36個義工總隊，由來自工會、地區
的青年義工組成，義工人數15,000多
名。
自成立以來，致力服務社區工作，為

弱勢群體提供多元化支援服務，如家居
維修、探訪獨居老人、敬老義剪、回內
地參與助學義教等活動。

申訴專員公署早前就食環署對進口蔬果
安全監控制度進行主動調查，昨日公

佈結果，當中指文錦渡辦事處檢測水果過
於鬆懈，抽檢蔬菜亦有不善，因相對於蔬
菜，現時從內地運載水果到港的貨車較少
駛進文錦渡辦事處供檢測。

抽檢趕急 驗近不驗遠
至於抽檢程序，署方指從現場視察所
得，經文錦渡辦事處進口蔬菜的貨車流量
頗為頻繁，辦事處職員為盡量縮短貨車停
留在檢查站的時間，抽檢工作節奏十分急
速，外判工人只從貨車貯物櫃近櫃門的地
方提取數箱蔬菜作檢測之用，因此放置在
貯物櫃內裡的蔬菜便可輕易避過檢測。

食環署回應指，人員在抽取蔬菜檢測時
會按隨機抽樣原則，除了抽取近貨車門的
蔬菜外，亦有按需要利用升降台抽取放置
於貨車較高及較後的蔬菜，及會指示職員
如何能更有效抽檢貨車貯物櫃內較深處的
蔬果，並會安排增加抽取水果樣本的數
目。
另外，申訴專員劉燕卿表示，現時有約
60%進口蔬菜經水路抵港，水果更佔約
80%，但調查則指署方海路進口的蔬果不恒
常抽檢，只在有特別需要時，如接獲相關
情報才會抽取樣本作化驗，加上署方主要
是在批發及零售層面抽檢，未能聚焦規管
從海路進口的蔬果。
調查又指署方抽檢海路進口蔬果的制度

明顯較空運及陸路寬鬆，大部分海路進口
蔬果未有檢測便已流入市面，情況有欠理
想。
公署指在調查後，食環署近月以試驗性

質增加抽檢海路進口蔬果，期望會把試驗
計劃變成恒常機制，並增加抽取海路進口
蔬果樣本數目，及建議署方在批發市場集
中抽檢經海路進口蔬果。
食環署回應指，食安中心已主動加強從

進口商貨倉中抽取海路進口的水果樣本作
檢測，亦會加強從批發市場抽取水果樣
本。
此外，調查發現現時抽驗的蔬果樣本送

往政府化驗所至完成化驗需時頗長，指目
前署方下食安中心於文錦渡抽取的蔬果樣

本，及在其他地點遇上緊急情況或食物事
故時所抽取的樣本，可在兩個工作天內完
成檢測工作。

等19天才知結果 隨時食晒
然而在其他情況下，蔬果樣本送往政府
化驗所化驗卻需時19個工作天才有結果，
當中貨運時間佔約數天，劉燕卿指蔬果的
保鮮期較短，若檢測結果出現問題，同一
批次貨品或已在市面出售，甚至被市民進
食，促請署方與政府化驗所商討能否增添
資源，以加快化驗樣本的速度。
食環署回應指，食安中心會與政府化驗

所作彈性處理，盡可能縮短運送蔬果樣本
至政府化驗所的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
傑）申訴專員公署就食環署對
進口蔬果安全監控制度調查結
果指出，《金屬雜質規例》20
年來未有更新，現時國際組織
食品法典委員會建議蔬菜中的
鉛含量限於每公斤0.3毫克，
但香港法例則是每公斤6毫
克，比法典會的標準寬鬆20
倍。申訴專員劉燕卿形容情況
為「極不理想」，促請政府加
快步伐改革。食環署回應指已
於今年9月初就修訂法例完成
公眾諮詢。
公署調查同時指出，部分本

地普遍食用的蔬菜仍未受明確
標準規管，如蓮藕、荳芽因未
在《除害劑殘餘規例》附表一
訂明最好殘餘限量，未有明文
規管，只能靠風險評估規管，
業界難以掌握用多少除害劑才
不會違規，敦促政府參考法典
會最新對蓮藕和荳芽的歸類，
盡快將該兩類蔬菜納入法例規
管。

食環署回應指，食物及衛生局與食安
中心已於今年9月初，就建議修訂《食
物攙雜（金屬雜質含量）規例》，完成
了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其中一項修
訂建議，是就「鉛」在葉菜類蔬菜的最
高限量，採納食品法典委員會的相關標
準（即每公斤0.3毫克）。在敲定立法
建議和把修訂規例提交立法會審議前，
政府正考慮在公眾諮詢期間接獲的意
見。
回應續指，食品法典委員會剛於今年

7月把「蓮藕」及「荳芽」，分別歸類
為根菜類和薯芋類蔬菜（Root and Tu-
ber Vegetables）及葉菜類蔬菜（Leafy
vegetables）。
食安中心會考慮採納食品法典委員會

對「荳芽」及「蓮藕」的分類方法，及
《規例》附表1所訂明的最高殘餘限
量，以釐定檢測出的除害劑殘餘是否符
合法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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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
申訴專員公署昨日公佈一項調查
結果，有公屋調遷投訴個案擾攘
超過兩年仍未獲解決，處理的房
屋署及社會福利署溝通疑出現
「羅生門」，公署指房署事件中
有按既定程序處理，考量合理，
同時批評社署劃地為牢，過於執
着轉介機制的行政程序，令事情
一度膠着，耽誤投訴者一家需
要。
個案中投訴人居於屋邨單位，
家人A女士目睹另一家人在單位內
突然去世而需要輔導，投訴人為
免A女士情緒波動，2014年底向
房署申請調遷單位，房署轉介個
案至社署及受資助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
2015年2月，個案經中心評估後
獲社署推薦同邨不同間隔單位，
投訴人一家認為新單位間隔沒大
分別而拒絕接受，兩個部門溝通
上出現問題，至2016年9月投訴
人仍未獲編配單位，向公署投訴
兩個部門（見表）。
公署認為對房署的投訴不成
立，申訴專員劉燕卿表示房署有
責任按房屋政策，審慎及公平運

用房屋資源，做法合理，但對社
署投訴則部分成立，指中心沒必
要再要求房署釐清個案轉介原
因，社署亦沒有做好監察角色。
調查又指出，房署、社署及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在溝通上說法迥
異，如房署指於2016年1月至7月
期間，曾致電社署及中心要求協
助，但社署則否認講法，近乎互
相指摘。
劉燕卿對雙方的互信和合作感

憂慮，建議三方就此個案坦誠檢
討，重建合作關係。

社署允深入討論轉介制
社署署長葉文娟表示，個案是

因協助的非政府組織與房署在溝
通上出現問題，對程序有不同理
解，一宗個案結束後先得當事人
同意才重啟個案是普遍做法，承
諾會加強服務機構與房署溝通，
並再深入討論轉介機制。
房署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時

指，與社署一直維持良好的合作
夥伴關係，近期定期會議中已對
就個案再次轉介機制交換意見，
日後會繼續加強與社署的溝通，
個案亦已成功獲配單位。

公屋戶調遷被拖 社署「玩程序」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就
申訴專員公署涉及
房署與社署的一宗
公屋調遷投訴個案
調查，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柯創盛（柯
仔）回應指，對事
件中房署及社署互
相推卸，令當事人苦等近兩年亦不獲調
遷，確實令人遺憾，而整個處理流程亦令
人感到非常官僚。
柯創盛指出，事件中社署的推薦書已指

明是「同邨與現居單位不同間隔的單
位」，但房署卻兩次編配「間隔相同」的
單位，令人費解，指明白房署有其編配的
準則及限制，但認為有什麼問題亦應與社
署「直接溝通」，並尋求解決方案，而非
每次將求助人「夾在中間」。房署及社署
應檢討現有的「合作協議」，以避免同類
事件發生。
柯創盛認為，有關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過往處理地區個案的時候，經常會碰到政
府部門互相卸責的情況，他希望政府官員
不應只懂跟守則按章工作，應該以人為本
及從市民的情況與需要出發，部門之間應
有良好溝通，為市民解決問題。

苦等兩年未調遷
柯仔批兩署官僚

■申訴專員劉燕卿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申訴專員公署調查指，食環署對進口蔬果抽
驗不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何靖（前排左二）等參加「工聯千人義工參觀軍營同樂日
2017」活動。

■參觀的小朋友在軍營內接觸軍事武器。

■柯創盛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