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西凍肉公認是「平、靚、正」，但為
何本港成為最大的凍肉進口地？香港餐務管
理協會會長楊位醒說，以雞為例，外國多吃
雞胸肉，餘下的部分就不要，但內地及香
港都對雞翼、雞腳及雞腎等部位有很大需
求，當中巴西的雞腳比內地的雞腳更肥
美，「大家都好鍾意食。」
楊位醒指，冰鮮肉的來貨價較新鮮肉
便宜10%至20%，有不少酒樓都會入冰
鮮肉做燉湯之用，單以豬扒來說，內地冰
鮮豬扒較巴西的為小，肉質亦不夠巴西的

肥 美 ，
故酒樓及餐廳都
會進口巴西冰鮮豬扒。被問到如果將巴西
肉進口收窄至80間巴西廠房的問題，楊
位醒表示不擔心，相信政府會與巴西當局
商討，「如果他們處理唔好會被釘牌，不
擔心食品質素因而下降。」
他續說，現時內地人生活指數提高，

對飲食的要求亦增多，料未來會有更多凍
肉商家向內地發展，香港或者未必夠搶。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巴西雞腳豬扒皆肥美巴西雞腳豬扒皆肥美

20172017年年1111月月1616日日（（星期四星期四））重  要  新  聞A4 ■責任編輯：陳以新 ■版面設計：周偉志

巴西輸港肉廠大減 勢捱貴肉
食安靜雞雞諮詢 擬將480間削至80間

食安中心低調諮詢時序
10月10日
■部分凍肉入口商收到電郵指該月
16日開會，主題大致為「擬收集
限制可出口產品到香港的巴西肉
類及禽肉廠房資料」

10月16日
■會議召開，食安中心代表在會議
尾聲指，擬收窄出口到香港的巴
西凍肉廠數目至80間

10月27日
■部分凍肉入口商收到電郵，文件
包括諮詢回條及80間廠商擬議
名單的廠房編號，要求業界在11
月14日或之前回應

11月初
■立法會議員張宇人(飲食界)及邵

家輝(批發及零售)與業界會面，
及後向食安中心反映，延長諮詢
回條回覆時間至11月30日

11月15日
■凍肉入口商、3名立法會議員張

宇人、邵家輝、何俊賢(漁農界)
及6名食環署及食安中心職員進
行閉門會議

11月23日
■巴西凍肉出口業界及官員來港，
擬與本地業界及政府代表會面，
就事件作進一步討論

資料來源：綜合多方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佩韻）巴西黑
心肉事件根源之一是巴西肉商賄賂公職
人員的貪污問題，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
宇人指出，將巴西凍肉廠商減至80間無
助解決問題，「反而畀更多機會佢哋去
做貪污的事」，狠批是人為的營商限
制。他又反問：「為何出口量最多的80
間就可以在名單內？出口量多等如質量
好嗎？」他認為食安中心的思維不合邏
輯，此舉是斬腳趾避沙蟲。他建議，政
府、業界及立法會可以辦考察團，親身
去看巴西肉廠流程，做法更為實在。
張宇人表示，立法會及業界都對此有好
大反應，他不明白為何以出口量的多少去

釐定準則及食物安全，又認為此舉與本港
一直推廣的自由貿易有所衝突，「他們的
產品沒有問題，為何要阻止他們來港？」
他續說，在商業世界，沒有競爭就沒有進
步，沒有競爭價格自然會上升，最終轉嫁
予消費者，百害而無一利，狠批想出此辦
法的官員是思想狹窄。

既違自由貿易又非對症下藥
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示，

餘下的400多間出口量少不代表他們的產
品質量有問題，加上80間廠也未能完全保
障公眾及市民的健康，也不能保證問題不
會出現。他續說，現時沒有資料去知道此
80間廠房的生產技術及設施，可以確保衛
生條件是附合本港進口標準。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限制廠

商數量會減少香港的選擇機會，以及造
成不必要的恐慌，卻沒有針對根本問
題。他認為應該從源頭着手，認為本港
只要做好檢疫及抽查工作，便能守住食
物安全的防線。他承認，食物安全是很
難做的範疇，食安中心應投放更多資源
在抽查工作方面。

張宇人斥做法助長貪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佩韻）食安中
心發言人昨晚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
說，因應3月巴西黑心肉事件、巴西食
品安全監管人員因懷疑涉及貪污受到巴
西當局調查及近期發現懷疑偽造巴西衛
生證明書事件，中心認為有需要優化規
管，以加強管理以及在再次出現食物事
故時的溯源效率。

發言人續說，中心迄今已與多位業界
及持份者會面，了解他們的意見，會充
分考慮諮詢期內接獲的意見，按需要適
當地修改該名單以及考慮適當的寬限
期，在加強保障食物安全及便利業界營
商中取得平衡。發言人續指，入口商可
於本月30日前提交意見，中心會分析收
集到的意見。

食安稱出事可加速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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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17日起，巴
西當局揭發肉類工廠涉
出售添加致癌化學物掩

飾的腐肉，涉及21間企業，有關腐肉出口
近150個國家及地區，當中包括香港。本
港當時一度陷入「巴西肉恐慌」，零售店
及食肆都紛紛出聲明澄清事件，更停售部
分產品。
本港食安中心得知事件後，決定採取預

防性措施，即時禁止所有巴西生產的冷藏
及冰鮮肉類和禽肉進口，並與巴西有關當
局聯繫及加強抽驗。
時至今日，食安中心至今仍禁止21間受

巴西當局調查的巴西廠房的冷藏及冰鮮肉
類及禽肉進口本港，以及暫停涉及懷疑偽
造巴西衛生證明書的1間巴西出口商及2間
巴西生產廠房進口冷藏及冰鮮肉類及禽
肉。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21巴企賣黑心肉 全國凍肉被禁輸港

零售老行尊：業界未獲通知
■張宇人指將巴西凍肉廠商減至80間無
助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攝

■食安中心打算收緊可向本港出口的巴西凍肉廠的數量，由現時的480間減至80間，並短
時間內將擬議名單予部分本港入口商諮詢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今年今年33月中月中，，2121間巴西肉類工廠被揭發添加間巴西肉類工廠被揭發添加
致癌物掩飾的腐肉致癌物掩飾的腐肉，，出口至香港出口至香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食安中心在10月27日向部分凍肉入
口商發出諮詢文件指，該中心認為

現時容許任何獲巴西當局批准出口至本
港的肉類製造廠房，向本港出口冷藏及
冰鮮肉類及禽肉的安排有欠理想，需要
加強監管，以保障食物安全及減少發生
食物事故對進口商造成的影響。在參考
歐盟、中國內地及新加坡的做法，並與
巴西有關當局商討後，建議限制巴西廠
商由現時的480間減至80間，篩選準則
為本港貿易份額最大的公司。
該諮詢文件附有意見回條及80間擬議
名單的巴西廠商編號，要求業界在11月
14日或之前回覆。名單落實後，中心建
議予入口商約3至6個月的寬限期，然後
正式實施新安排。

昨閉門會議下周晤巴方
香港文匯報獲悉，食安中心6名代
表、數名凍肉入口商及3名立法會議
員，包括飲食界張宇人、批發及零售界
邵家輝、漁農界何俊賢，於昨早在立法
會進行閉門會議，討論相關議題。
消息人士指，有部分較小型的入口商
不知道事件，亦沒有收到任何郵件甚至
消息，得悉者則對此表示反對。據悉，
本月23日會有巴西凍肉出口業界及官員
到港，擬與政府及本地業界代表會面，
就事件作進一步討論。
入口商之一的張先生引述與會人士
說，食環署對提交的巴西衛生證及出口
文件缺乏信心，期望限制廠商數量。但
業界反應很大，大多不贊成方案，認為
80間篩選準則為本港貿易份額最大的理
據不合邏輯，又擔心縮至80間變相會大
幅抬高價格，市民要捱貴肉之餘，更令
部分中小企入口商甚至是批發零售商難
以為生，或引發結業潮及裁員潮。

反對者憂壟斷導致結業
他續說，80間巴西凍肉廠，當中有32
間是巴西兩大凍肉集團的子公司，代表
約巴西60%的凍肉供應，形容是造就寡
頭壟斷。
對於另有20間現有提供凍肉予內地銷

售，張先生直言：「內地對凍肉需求很
大，而出口至內地的凍肉價格比香港為
高，商家都係睇錢做人，可能連20間都
專注內地市場，只剩下60間。」
他擔心事件若落實，除了影響全球凍

肉貿易失衡外，更會令香港要與全世界
「鬥買」各地凍肉，入口商、批發零
售、餐飲及市民齊齊「輸晒」，反問食
安中心此舉意欲為何。
張先生又指，巴西黑心肉事件期間，
本港的凍肉價格上升40%至50%，料收
窄供應量後會再提價。他認為餘下的
400多間公司也要做生意，或有機會出
現不可想像的競爭手法。他反問：「限
制了（只准）80間後，就代表有人從此
就不做非法行為？」
他表示，現時食安中心有抽查檢疫制
度，更有驗證，已經做得很好，不明白為
何要再做限制，形容是「畫蛇添足」。
有不願透露姓名的凍肉入口商表示，

在今年9月底開始，入口商申請巴西凍
肉進口許可證時，必須提交衛生證明書
及巴西官方網站核查的衛生證明書結果
列印本，認為已多重確認衛生證明書的
真實性，加上現時食安中心有行之有效
的抽查檢疫制度，不明食安中心為何收
緊安排。
他續說，此80間廠商內，有部分廠號

在香港已有代理商，不能直接與巴西購
買，食安中心此舉間接幫助這些大廠壟
斷香港市場，對其他小型入口商不利。

今年3月巴西黑心肉事件震驚全球，而香港是巴西最大凍

肉的進口地，當然未能置身事外。正當市場已消化事件之

際，香港文匯報獨家收到消息指，食環署食安中心打算收緊

可向香港出口凍肉的巴西肉廠數量，由現時的480間減至80

間，並短時間內將擬議名單交予部分本港入口商諮詢意見。

不過批發及零售的凍肉公司甚至是市民卻毫不知情，而80間公司的

篩選準則為本港貿易份額最大的公司，業界批評食安中心做法「鬼

祟」、「斬腳趾避沙蟲」；而該80間公司中有四成是巴西兩大凍肉

集團的子公司，質疑此舉製造機會予商家壟斷，將來港人可能要捱

貴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佩韻）巴西凍肉來
港後會先經入口商取貨，再予「拆家」分
貨予批發及零售商，再在餐廳及超市等市
面使用或出售。香港凍肉海產批發零售商
會前秘書長鄭興指，過去10年凍肉價格一
路上升，合共增長20%至40%，而業界結

構在近10年亦有所轉變，因生意難做，部
分入口商兼任批發零售的角色。他擔心，
如果收窄巴西凍肉廠的數量，在3年至5年
間本港凍肉將供不應求，價格飆升之餘，
「到時想管都管唔到。」
鄭興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說，對食安中心

打算收窄巴西凍肉廠數量的
消息毫不知情，他曾向行家
查問，均收到「不知道」的
答案，直言批發零售通常也
是最後才知道消息，今年初
巴西黑心肉事件也是這樣。
食安中心只向小部分業界做
諮詢，但事件是涉及多個行
業甚至是基層市民，如要一
刀切執行很難令業界接受。
他反問：「係咪要犧牲小

商戶利益？鞏固大集團的利
益？」他又認為減少廠商供
應不代表質素及食物安全會
轉好，倒不如在檢疫及抽查

等層面上做好些。

憂影響經港轉口北上凍肉
他續指，本港亦有入口泰國、越南及內
地的凍肉，但是質素及數量未及巴西為多
及平穩，加上內地凍肉內銷需求很大，價
格也不比巴西便宜，肉質又不夠巴西肥
美，故本港大部分酒樓餐廳都會進口巴西
凍肉。
他補充，本港有部分巴西凍肉是經香港
轉口至內地，與此同時，外國部分較為落
後的城市對下價凍肉的需求亦好大，認為
事件不單是本港市民捱貴肉這麼簡單，或
會激發更多問題。
鄭興說，如事件確實執行的話，相信短時
間內價格未必有很強的波動，但擔心在3年
至5年後「想管都管唔到」。他表示，市場
已消化年初巴西黑心肉事件，市面已慢慢回
復平靜，食安中心突然再做此行動是多此一
舉，反而應做好抽查及檢疫工作，從源頭阻
截問題。

■■鄭興說鄭興說，，過去過去1010年凍肉價格上升年凍肉價格上升2020%%至至4040%%，，而部分而部分
入口商兼營批發零售入口商兼營批發零售。。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攝

■食安中心在10月27日向部分凍肉入口
商發出諮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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