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會倡煙稅加倍
稱只是「追落後」

城大播「獨」學生會「混賬」虧蝕30萬

中大揭幽門菌「吸毒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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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宗不當竊聽 不涉蓄意隱瞞
專員滿意執法機關跟規矩 7宗新聞材料個案無關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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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打盡
全套英語文法全套英語文法

升學升學，，留學留學，，絕對把握絕對把握
（全部課程人民幣¥5,000元，）

（隨即贈送CD光盤及美國智能手機一部）

A）全套英語文法，國粵語解釋，
習題答案互動，自動評分，

B）及格後，免托福試，免雅思試，
入讀美國大學，攻讀英文班課程，

Ｃ）該學院有機制可輔導轉入美國著名大學，

如史坦福大學，取得學士榮銜。

嘉惠投資有限公司

譚先生（粵語） 手機：852-97817077 微信：852-92860722
李小姐（普通話）手機：86-13058004949

可轉入讀美國長春藤盟校（Ivy League），

著名大學如史坦福大學等，直通名牌大學，
無需周折。

www.168grammar.com.cn:8080 （電腦版）
123grammar.com.cn （手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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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指去年有1,446項訂明授權，涉及
進行截取或秘密監察行動，213人在

後續行動中被逮捕。全年共錄得7宗截聽
資料可能涉及獲得新聞材料的報告，為條
例生效以來新高，石輝指全部個案沒有實
際取得新聞材料，個案也不涉及政治及遊
行示威，法官會拒絕以政治為原因的授權
截聽申請，重申條例只為偵防罪案及保障
公共安全。

口音語速亦影響執法人員判斷
石輝又說，去年沒有發現任何未獲授權
的截聽個案，但執法人員在履行條例相關
職務時警覺性不足，他強調執法機關人員
根據條例進行行動時，在不同階段均應保
持警覺，謹慎行事。
被問到相關法例由2007年推出至今已
經10年，仍有執法者未了解法律專業保密
權，是否代表前線人員培訓不足，石輝解
釋指翻查個案時，主要目的為偵測有沒有
涉及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不過執法人
員截聽的目的為偵查罪案，兩者動機大有
不同，強調截聽目標說話的口音及語速亦
會影響執法人員判斷，而在出錯誤後相關
人員亦主動致歉，認為事件中無人蓄意隱
瞞。
有指執法機關申請監察宗數對比條例實
施時下降80%至90%，認為前線人員在條

例下害怕出錯，在巨大壓力下而放棄申
請，促請石輝關注。石輝回應指，是由執
法部門考慮是否進行秘密監察，若人員不
敢提出申請，部門高層應該糾正，令有需
要的行動不會受影響。

無證據指怕出錯致減申請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在立法會保安事

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未找到證據證明執
法人員憂慮出錯而令申請下跌，但絕對認
同同事要了解及有信心作出申請，亦要盡

量在執行時無憂慮，他認為訓練及認識機
制重要，但指每年罪案情況及數字不同，
不能單看數字作出判斷。
有立法會議員關注現行條例是否追得上

科技發展。民建聯葛珮帆表示，現代科技
進步，市民較多使用社交媒體溝通，詢問
是否屬於受條例監管的範圍。
李家超表示，他曾就現行截取通訊的定

義是否適合於科技發展向執法部門了解，
部門認為現有法律足以針對嚴重罪行，但
會留意科技的最新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2016年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周年報告早前公佈，當中有5宗執法機關

在竊聽和監察行動中，不當截取涉法律專業保密權資料。專員石輝昨日在簡介會上表示，未有發現因執法人

員蓄意不理會規則而導致的異常事件，但人員仍偶有不小心及警覺不足，對執法機關的循規表現表示滿意。

截取通訊及監察
事務專員就周年報

告召開簡介會，反對派議員林卓廷關注近
年截取通訊申請個案大幅減少，認為執法
人員有「少做少錯」心態而不提出申請。
當年反對派千方百計阻撓《截取通訊及監
察條例》（「條例」）通過，將之抹黑為
「借屍還魂版二十三條」，製造謠言，恐
嚇港人，更上演第一代拉布鬧劇，如今卻
指責執法人員抱「少做少錯」心態不提出

申請，真是「神又係佢，鬼又係佢」。

林卓廷演繹反對派反覆無常
林卓廷話，條例自2007 年通過後，執法

機關申請個案逐年下跌，累積跌幅八至九
成，憂慮是前線人員避免觸犯條例面臨嚴
懲或警告，索性不作申請，或採取低風險
調查方式，影響執法機關打擊罪案。 這只
是林卓廷的個人猜測，並無真憑實據支
持。

若執法人員真的對申請條例有所擔憂，
那反對派難辭其咎。因為反對派自條例開
始起草，就一直在雞蛋裡面挑骨頭，挑戰
其權威，更欲推倒條例。如果林卓廷要就
截取通訊申請大減而問責的話，首先就應
該向「長毛」梁國雄問責。條例2006年在
立法會審議時，有份審議的「長毛」將條
例污衊為政府藉此「監管香港人的通訊自
由」，「長毛」連同其他反對派提出數百
項毫無意義的修訂，開咗拉布的先河，在

進行了長達4天的馬拉松式會議後，條例
才獲得三讀通過。

當時有份拉布的公民黨議員吳靄儀提出
兩年後失效的「日落條款」修訂，即政府
須每兩年對條例進行檢討修正，她聲稱是
為了「讓市民不用永遠承受這條充滿問題
的法例」。但如今，「廉署專家」林卓廷
卻嫌這條法例用得太少，什麼叫做反覆無
常、兩面三刀，反對派完美演繹。

■趙興偉

昔拉布阻修訂 今屈「少做少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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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吸煙與健
康委員會與海外專家早前提出建議，提倡政府
大幅增加一倍煙草稅，即由38元加至76元，
以減低一半的捲煙數量，加上煙草利潤，預料
每包煙或需售約90元。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
會總幹事黎慧賢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
加稅只屬「追落後」，期望吸煙率由現時
10.5%降至單位數，並達至「無煙香港」。但
有煙草業界卻指出，大幅加稅只會吸引私煙流
入香港。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與海外專家早前提

出建議，提倡政府大幅增加一倍煙草稅，預
料屆時每包煙或需售約90元。
黎慧賢昨日指出，加煙草稅並不只有口號

式數目，「香港在 2011 年將煙草稅提高
41.5%，之後只於2014年增加過一次，委員
會認為情況極不滿意。」
她續說，世衛建議煙草稅應佔煙草產品的零

售價格至少75%，香港今次根據消費者能力、
收入升幅等因素加稅，只屬「追落後」，期望
吸煙率由現時10.5%降至單位數，並達至「無
煙香港」。
不過，煙草事務協會代表胡易梅在同一節目

上指出，業界不反對按通脹逐步增加煙草稅，
但反對一次性大幅增加。她反駁指出，世衛建
議定時審視和調整煙草稅，現時香港煙草稅已
佔煙價67%，離世衛標準不算太多。「你今日
突然話加100%，其實有否考慮過香港已是全
球吸煙率最低的地區之一？」
她指出，香港鄰近國家的吸煙率約為16%至

20%，而內地及附近免稅地區煙價很低，擔心
大幅加稅會吸引私煙流入本港，「根據早前牛
津研究所指出，香港私煙率達27.5%，列全亞
洲首5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柴婧）香港中文
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
長黃錦波及其團隊早
前成功破解幽門螺旋
桿菌在人類胃部「以
毒維生」的機制，新
發現有助開發新的抗
生素標靶藥，滅殺幽
門螺旋桿菌。有關研
究結果昨日刊登於科
學期刊《美國國家科
學院院報》。
幽門螺旋桿菌感染

全球一半的人口，可
導致消化性潰瘍、甚
至胃癌。它十分頑
強，是唯一能在人胃
高濃度酸性環境中生存的病菌。研究團隊
發現，幽門螺絲桿菌之所以能在人胃中生
存，因為它本身可以產生尿素酶。

游離鎳離子本身有毒
這種酵素可將胃內的尿素分解，使之

釋放出氨，從而中和胃酸。不過，尿素酶
需要接收鎳離子才能發揮作用。黃錦波指
出，游離的鎳離子本身有毒，「故幽門螺
絲桿菌必須找到一種方法把鎳離子傳遞至
尿素酶，卻又不在細胞內釋放有毒物
質。」
原來幽門螺旋桿菌可以通過4種輔助蛋

白─UreE、UreF、UreG和UreH來傳遞
鎳離子。黃錦波及其團隊使用了X射線
晶體學作為分子顯微鏡，觀察上述輔助蛋
白如何協同合作，將鎳離子輸送到尿素
酶。

專家最終發現，UreG輔助蛋白是輸送
鎳離子的關鍵。UreG 與三磷酸鳥苷
(GTP) 結合或水解後，其形狀會改變，可
跟其他輔助蛋白產生相互作用，例如
UreG與GTP結合後，會跟UreE產生相
互作用，但於GTP水解後則與UreF/
UreH結合。

抑制鎳離子傳遞對抗感染
黃錦波表示，鎳離子從 UreE 通過

UreG，最後傳遞至尿素酶。因為傳遞過
程在輔助蛋白之間進行，有毒的鎳離子沒
有機會進入細胞內造成破壞，正是當中的
關鍵。由於幽門螺旋桿菌的存活依賴尿素
酶的活化，黃錦波認為抑制鎳離子的傳
遞，可以作為對抗幽門螺旋桿菌感染的新
策略，希望在抗藥性問題惡化之前開發新
的抗生素靶標藥。

■黃錦波（左二）與其研究團隊成員合影。 校方供圖

■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石輝（中）在周年報告簡介會指，未有發現因執法人員蓄意不理會規
則而導致的異常事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禮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學生會的
設立旨在服務同學，但部分學生會近年卻
不理正事，只顧播「獨」，在缺乏監察之
下，城巿大學學生會終於出事，被揭發財
政管理一團糟。
城大學生會編輯委員會日前透露，學生
會就舉辦迎新營提交財政報告，結算後竟
出現逾30萬元虧蝕。有該校學生炮轟學生
會「洗腳唔抹腳」，甚至質疑有人公器私
用；也有人為學生會護短，稱蝕錢是無可
奈何。
城大學生會編輯委員會日前在facebook
專頁發佈訊息，透露學生會今年暑假在北
潭涌舉辦的迎新營虧損逾30萬元。編輯委
員會其後進一步公開有關財政報告，顯示
迎新營收入約28萬元，來源主要是新生及

相關參與者的報名費。
至於淨支出則錄得逾58萬元，當中包括

營地費、交通費、營衣、營刊、日常物資
等。
有關消息一出即引來城大學生熱烈討

論，有學生對於報告中列出多項支出內容
大感不解，其中支出一欄的遊戲物資部分
顯示，購買18個水桶就花掉4,050元，有
人留言指：「睇唔明，18個水桶4000蚊？
一個225？咩水桶嚟……」另有人隨即列出
多款水桶報價，顯示水桶價格以數十至數
百元不等。

網民批欠準備致罰款連連
不過，也有網民注意到報告中出現多項

罰款開支，直斥學生會事前未有作好準

備，才會導致罰款連連，大大影響財政開
支。有學生更憑經驗推斷，指出迎新營活
動中擅自放人入營「幫手」情況普遍，不
排除有人私下讓「老鬼」入營「白食白
住」，加上可能有「組爸組媽」拖數甚至
借故欠交營費，最終導致嚴重虧蝕。
有關說法獲不少網友認同，網民

「Bone Tam」表示「其實點解唔報導下
（吓）組爸媽oc走數問題？我相信每一個
camp 都有呢個問題」，「表揚人渣協
會」更建議學生會應「成立追討委員會，
或通過議案，要求幾多日內找數，否則小
額錢債處見囉」。
另有一批網民甚至抱持陰謀論觀點，例

如網友「Marco Chau」有人甚至認為應跟
進當中有無人有否公器私用，「Mephist

Siu」質疑這是否有「左手交右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發現城大學

生會內閣「破曉」去年以不足13%的超低
投票率下當選新一屆學生會幹事會。
當時「破曉」參選宣言聲稱，要對政府

「群起而攻之，挺身而出走上街頭示威抗
議，此乃天經地義」，更稱「和平抗爭的
方式已失效」，要採取「武鬥」，故被視
為是暴力「獨莊」。
學生會會長陳岳霖與外務副會長梁雋晞

曾多次出席「民族黨」活動，包括參與
「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與發言人周浩輝
主持的網台節目，更在節目中宣稱要帶領
同學參與「社會運動」，可見學生會不務
正業已早見端倪，今次被揭學生會爆發
「財務危機」，就更值得關注。 ■圖為城大學生會提交的財政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