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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馬魚」驗牛奶 兩成有毒

微信支付將搭通港鐵
有望「掃一掃」入閘 毋須硬幣不用排隊買票

房協擬招標研郊園邊建屋 環團促交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

曉菁）繼支付寶早前殺入

本港的士市場後，內地的

流動支付工具在本港再攻

下一城。騰訊昨宣佈，旗

下WeChat Pay與港鐵簽署

合作協議，正式成為合作

夥伴，推動流動支付在港

鐵 旗 下 客 運 業 務 中 的 應

用。換言之，香港市民日

後有機會可以掃微信支付

搭港鐵，內地遊客或可以

直接扣微信錢包的人民幣

入閘，不用排隊買票，不

用硬幣，一個微信支付，

搭通全港的交通工具。

早在本月初，WeChat Pay已宣佈，市民
可通過在本港的士、報攤、茶餐廳、

連鎖店等日常消費中使用。根據昨日騰訊與
港鐵的協議，WeChat Pay將為港鐵提供流
動支付解決方案，包括WeChat Pay HK及
微信支付，為本港乘客和內地旅客帶來便捷
的支付體驗。

幣種可否切換待洽商
騰訊公司方面昨回覆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

時指出，是次簽訂只是初步的合作框架，具
體如何使用、幣種是否可以切換、何時正式
推出服務等，都要待雙方洽談後，才能披
露。
騰訊FiT支付基礎平台與金融應用線副總

經理陳起儒表示，很高興能夠與港鐵公司合
作，共同推動香港流動支付市場的發展。
「我們希望通過此合作，讓乘客有更多支付
選擇，並為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便利。我們
期望在不久將來與港鐵公司進一步探索不同

領域的合作機會。」

利是轉賬 二維碼收款受歡迎
WeChat Pay HK自2016年獲香港金管局頒

發儲值支付工具牌照以來，為港人帶來多項大
受歡迎的功能，例如社交支付（利是及轉賬）、
網上購物、匯款服務，以及最近推出的三項升
級功能，包括Quick Pay付款碼、QR Code
（二維碼）收款及WeChat Pay Checkout。
事實上，騰訊與交通工具合作並非首例，在

一周前，騰訊就與廣州地鐵簽約，乘客只需通
過微信小程式中的「廣州地鐵乘車碼」，將QR
Code靠近閘機，即可掃碼入閘乘坐地鐵。
此外，深圳地鐵也早與微信支付、支付寶

聯合推出「互聯網+」購票服務，即「線上
購票、線下（現場）取票」，毋須在購買機
前排長龍。WeChat Pay是次與港鐵合作，
會採取哪一種方式，或者開創另一種新的模
式，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自10月以來，內地兩大移動支付工具滲

透本港民生市場的競爭愈發激烈。先是支付
寶在10月中進駐本港街市，月末WeChat
Pay宣佈在個人賬戶，以及不同規模的商戶
例如的士、報攤、茶餐廳及連鎖店等都可使
用；部分商戶亦能透過互動平台，推出We-
Chat「利是」。而支付寶亦立刻打入的士市
場，本月已有數千架的士陸續使用支付寶和
支付寶HK兩地錢包，供乘客選擇適用。不
難預料的是，市民今後可在更多領域中，使
用兩種移動支付工具來消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靈感源
於「法國里昂燈光節」的「光．影．
香港夜」昨日起一連三晚舉行，16個
分別位於中環、上環及尖沙咀等地標
都會化身成光影藝術品，特首林鄭月
娥昨日亦有出席活動的開幕儀式。
「光．影．香港夜」今明兩晚亦
會繼續舉行，多名本地新媒體藝術
家及曾經參與「里昂燈光節」的法
國藝術家將文武廟、元創方、前法
國外方傳道大樓、遮打花園、皇后
像廣場、香港文華東方酒店及愛丁

堡廣場等地標當成藝術品，創作燈
光投影與互動裝置，在晚上7時至11
時供市民觀賞。
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光．影．
香港夜」讓藝術家將市區多個地標當
成藝術品，相信可以為他們帶來特殊
體驗，亦能使市民及遊客以特別的角
度欣賞本港建築物。
贊助這次活動的中電指出，只要市

民上載為「光．影．香港夜」所拍攝
的照片到中電facebook和Instagram，
就可獲得神秘禮物一份。

上載光影地標相 獎神秘禮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城門河
是沙田居民的重要公共休憩空間，但
有區內民間組織調查發現，居民普遍
不滿城門河水質等，有民間組織建議
政府加派人手清理河中廢物，並活化
城門河畔，為居民提供更多休憩空間
和設施。

居民不滿水質及臭味
致力推動城門河及支流河畔可持續

發展與規劃的民間組織「沙田脈搏」
早前訪問 580名沙田居民，發現逾
65%受訪者認為「河水水質欠佳」，
而表示聞到「河水臭味」及認為「河
岸棄置廢物積聚」問題顯著的受訪者
亦分別有近40%及20%。
另外，有發展商申請將現為香港聖

經研習中心的休憩用地改劃為住宅用
地，計劃「插針式」興建住宅，調查
發現有逾90%受訪居民反對計劃，而

認為有關土地應該「改建成休憩/ 康
體設施」或「維持原狀」的卻分別有
逾40%及逾45%。

冀覆蓋明渠 增建公園緩跑徑
「沙田脈搏」召集人梁家瑋指出，調

查結果反映城門河畔的公共休憩空間對
沙田居民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性，「沙田
整體規劃原意是將城門河作為觀景廊及
通風廊，因此市民對於城門河畔的公共
休憩空間環境也有一定期望。」
梁家瑋提出，政府應活化城門河

畔，創造可持續發展元素。他認為，
政府除了要定期派員清理河岸棄置廢
物外，亦可建造魚梯吸引更多魚類。
另外，他並建議政府覆蓋部分明渠，
用新增的土地建造公園、社區園圃等
休憩及綠化空間，又指出政府可以在
河邊加建緩跑徑、長椅及健身康體設
施，並優化單車徑和行人路。

「沙田脈搏」籲清理活化城門河

■中環多個地
標昨晚起化身
成光影藝術
品。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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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日後或可以掃微信支付搭港鐵。 資料圖片 ■WeChat Pay與港鐵合作，推動流動支付。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生物科技公司
水中銀在去年開始，於香港及內地購買29個
牛奶品牌、共68款暢銷牛奶及牛奶飲品樣
本，當中包括本地及國際知名品牌如維記、
雀巢牛奶公司、安怡、保利（Pauls）和北海
道等，進行「斑馬魚」胚胎毒性測試技術以
進行檢測。結果顯示，46個樣本品質卓越，

10個樣本基本合格，12個樣本
（約佔18%）則有待改善，即未
能通過生物毒性測試，代表對人類
可構成健康風險。

選購須留意成分標籤
該12個樣本中，7個於內地購

買，5個於香港購買，7個屬牛奶
飲品，5個屬牛奶，樣本的品牌所
在地包括歐洲、美洲、澳洲及亞
洲。研究團隊在顯微鏡下，觀察到
斑馬魚胚胎在接觸未能通過測試牛
奶樣本後出現發育異常，包括血液
凝結或心臟水腫，嚴重情況下測試
的魚胚胎直接死亡。

其中，急性毒超標最高的牛奶飲品樣本，
較水中銀的安全標準高出近17倍，另外一個
樣本則加入高達13種添加成分。
水中銀首席執行官杜偉樑解釋，斑馬魚和

人類致病相關基因擁有高達84%的相似度，
因此用作生物毒性測試，而對斑馬魚胚胎有
毒的物質，對人類也構成健康風險。

他建議，消費者選購時應細心留意包裝上
的成分標籤，盡量挑選適合自己需求、添加
成分較少的產品。
水中銀首席技術官兼歐盟及英國註冊毒理

學家陳雪平表示，68個樣本中，有23個含添
加劑，牛奶樣本發現有急性毒，可能與當中
添加的化學成分或牛奶污染物有關，而從健
康角度來說，牛奶中盡量減少添加劑會較為
健康。

添加劑愈多 營養愈低
營養師李杏榆指出，牛奶中的添加成分會

降低其營養價值，並沒有添加的必要，當牛
奶飲品中的添加劑數目增加，奶含量亦會相
應減少，人體所能攝取的營養如蛋白質及脂
溶維他命，亦會隨之降低。
李杏榆又提醒市民，牛奶攝取須視乎體

質，並非人人都適合。腸胃敏感、牛奶過敏
及乳糖不耐受者均不適宜飲用牛奶。乳糖不
耐受者可選擇無乳糖牛奶、豆漿、杏仁奶或
米奶。另外，服藥者不宜以牛奶送服，因會
影響藥物吸收。

■水中銀生物毒性測試發現12個牛奶樣本不合格，對人
類構成健康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早前
邀請房協就兩幅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進行研
究，探討發展房屋的可行性。有報道指，房
協已就委聘顧問公司完成初步遴選，預計最
快下星期正式招標。有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
委員會成員指出，會要求房協在今日舉行的
委員會會議上交代標書內容，以及如何處理
委員會的意見。

已遴選5意願書 或下周招標
政府於今年5月邀請房協，就兩幅位於元朗
大欖及沙田水泉澳共40多公頃的郊野公園邊
陲土地，展開發展房屋的可行性研究，完成
後向政府提交報告。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

員會今日將舉行會議，聽取房協簡介有關研
究。
有報道引述消息稱，房協將在會議上交代

過去數個月的工作進展，以及就招標工作聽
取委員會意見。而房協已就今年8月收到的5
間顧問公司所提交的意願書，完成初步遴
選，預計最快下星期正式招標。至於最終會
否邀請全部5間顧問公司入標，則暫未有定
案。有意入標公司需提交技術和收費建議作
遴選評分。
委員會委員、長春社總監蘇國賢接受傳媒

查詢時表示，由於研究一開始已用開拓郊園
邊陲地帶為題，擔心研究會有預設立場，會
偏向支持發展郊園。他表明，若真的出現這

種偏頗情況，定會在會議上「出聲」，並會
查問清楚將如何處理委員會的意見。
另外，今日的會議亦會討論在南大嶼水域

擬建海岸公園的詳細設計及進展等事項。據
政府向委員會提交的文件指出，建議把南大
嶼水域擬建的索罟群島海岸公園，以及為石
鼓洲焚化爐工程作補償的海岸公園合併，成
為南大嶼海岸公園，面積達2,067公頃。
政府認為，此舉有助海岸公園在設施維

護、執法及巡邏、推行漁業強化措施等方面
的管理及運作。但有海豚保育專家指，由於
海岸公園屬「離岸」形式，與大嶼山之間有
高速船航道，或會令中華白海豚需冒很大風
險，才能穿越繁忙的航道進入海岸公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審計署前日公
佈的審計報告批評，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牌照
事務處打擊懷疑無牌旅館不力，香港旅遊業
賓館聯會主席劉功成昨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
示，報告所提及的情況只能反映業界面對的
部分問題，不滿牌照事務處的行動未能有效
打擊無牌旅館，建議警方亦可以參與行動。

建議「放蛇」深夜查牌
劉功成指出，無牌旅館問題已經存在多
年，而他們近年更因為網上訂房平台Airbnb

的興起，令生意大受影響，因為不少外國顧
客都改為使用Airbnb訂房，他們現時只有約
10%客人是來自外國。
對於審計報告中提及，有執法人員因為未
能找到無牌賓館的地址而放棄執法，劉功成
建議牌照事務處可以「放蛇」，假扮顧客預
訂從而取得地址。他並質疑牌照事務處人員
集中在日間巡查的成效，「查牌應該在深夜
進行，如果政府有心解決問題，可以交由警
方負責查牌，過往未有牌照局前亦是由警察
查牌，效果還很好。」

葉傲冬批漠視居民投訴
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冬昨日亦有出席同

一電台節目，他贊同劉功成提議警方加入查
牌行動。他指，居民過往雖多次就懷疑無牌
旅館向牌照事務處投訴，但個案往往不了了
之，處方一般都只是透過書信與他們溝通，
很少看到他們會派人到場巡查。
葉傲冬又表示，牌照事務處發牌時未有考

慮大廈公契，稱部分持牌旅館亦可能違反大
廈公契。他稱本港居住環境擠迫，太多旅
客、閒雜人在民居出入會影響居民，建議政
府相關部門重新檢討發牌機制，並調派足夠
人手巡查。

賓館聯會促警查無牌旅館

■「光．影．
香港夜」昨舉
行亮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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