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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遲到好過冇到 促立法保障動物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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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嶺華明邨近期接連
發生懷疑狗隻中毒死亡，
一直跟進事件的民建聯北

區社區幹事潘孝汶，昨日收到街坊報料，指禮
明樓面向欣盛苑花槽出現疑似有毒白色粉末。
他即時聯絡警方及反映情況，其後到現場並

向在場軍裝警察了解案情，而刑偵五隊亦趕至
現場檢走疑似毒餌回去化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華明邨又現毒餌？
潘孝汶報警跟進

根據現行的《道路交通條例》，汽車撞到
馬、牛、驢、騾、綿羊、豬及山羊共7種

動物，司機必須停車報警，否則即屬違法，一經
定罪可被判以罰款1萬元及監禁12個月，但並不
包括貓狗等寵物。
有法律界人士相信，法例包括該7種動物，主

要是因循英國舊例，因為該些動物為農場常見牲
畜，如撞傷或撞斃須向物主賠償。動物保護者多
年來要求條例應包括貓狗等其餘動物，終獲得政
府積極回應。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就審議財政預算案舉行
特別會議，主要討論有關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
宜。有議員批評政府遲遲不肯訂立動物保護法，
又要求政府就討論多年將貓狗納入《道路交通條
例》提出時間表。
陳肇始在回應時透露，下個月會在立法會交通
事務委員會報告有關建議修訂《道路交通條例》
的工作，將貓狗也納入《道路交通條例》規管範
圍，並在諮詢相關持份者的意見後啟動程序修訂
《道路交通條例》，規定動物包括貓狗等若在交
通意外受傷時，涉事車輛司機必須報警處理。

蔣麗芸：撞牛羊要報 貓狗冇例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及陳恒鑌均促請警方
成立動物警察及就動物權益立法。蔣麗芸說：
「政府現時始建議修例已太遲，撞到羊牛都要報
警啦，點解貓狗不用？」有議員則要求設立動物
保護法。

陳肇始：擬加強飼主「照顧責任」
陳肇始回應指，香港目前已經有法例照顧動物
的福利，而特區政府一直重視有關問題，並正參
考國際經驗和趨勢，考慮香港情況，進一步檢視
保護動物的相關法例，包括研究在法例中引入對
照顧動物人士，施加「須謹慎照顧動物責任」的
概念，政府會在適當時候諮詢持份者意見。
此前，針對接二連三發生多宗懷疑毒殺動物案
件，警務處會將警察目前在13個警區設有的動
物專隊，擴充至全部22個警區。動物專隊每隊
有5人至6人，成員均來自各分區負責調查嚴重
案件的刑事調查隊，並須接受處理虐待動物案件
的訓練。
另外，就漁護署早前透露，去年合共人道毀

滅逾1,400隻狗、300隻貓及800隻其它動物，
平均每日人道毀滅逾6隻動物。有議員關注流
浪動物被捉到後沒人領養，就會遭人道毀滅。
陳肇始重申，會繼續聯絡動物福利團體接收適
合領養的動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人愈來

愈關注動物權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

始昨日出席立法會財委會特別會議時透

露，政府將於下月向立法會提交修訂《道

路交通條例》的建議，規定如在交通意外

中，有貓狗等動物受傷時，涉事車輛司機

必須報警。有立法會議員關注，本港拋棄

貓狗情況嚴重，每年逾千貓狗被人道毀

滅。陳肇始同時表示，政府將進一步檢視

有關動物福利的法例，包括規定養寵物者

「須謹慎照顧動物責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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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本港
動物保護組織「動物地球」總幹事黃
繼仁歡迎政府修改《道路交通條
例》，將貓狗等寵物納入保護範圍。
他建議修例時需周詳全面考慮與舊例
相衝突的地方，予以全面、整體的改
善，「如現行法例賦予漁護署署長很
大權力，可即時決定是否人道毀滅受
傷動物，那麼可能引致由於『證物消
失』而令警方無從調查肇事司機責
任。」
黃繼仁指出，動保界等政府修例決

定已等了很多年，這次是遲來的正確
決定，但「遲到好過冇到。」惟他指
出，修例時切勿簡單、敷衍式地，如
只在舊例涵蓋的7種動物上加上「貓與
狗」字眼，因本港動物保護相關條例
已十分陳舊，很多地方已不合時宜。

憂「傷患」遭人道毀滅死無對證
他舉例指出，如按舊例被車撞傷的

動物，漁護署署長可即時決定人道毀
滅，「那麼警方調查相關交通意外
時，便很可能無法調查下去，令新例
可能形同虛設」，故也許需要在條例
附件中小心列明，交通事故中受傷動
物需接受妥善醫治等。
黃繼仁續說，特區政府應趁此機會

全面檢討本港動物保護立法，以避免
新舊動物法例的衝突地方，因舊有法
例實際上將動物等同於「物品」或
「財物」，這與目前公眾普遍認為
「動物與人一樣，是有感受的生命」
的觀念不符。
他指修改本港動物保護條例時，應

秉承視動物為生命的新原則，全面檢

視違背相關原則的地方，予以全面修
改，令本港動物得到更適切保護，令
香港更符合現代文明都市的標準。

林偉文冀「重案級別」查虐畜
自由黨灣仔區議員、「寵物權益關

注組」召集人林偉文認為，過去12年
來，法庭對殘酷對待動物案件的判刑
均過輕，未能為受虐動物討回公道，
警方上周才強調已在22個警區內設立
動物案件特遣隊，但虐殺動物事件仍
不斷發生。
因此他已發信予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及警務處處長盧偉聰，除希望警方以
重案級別處理殘酷對待動物案件，以
積極態度及懸紅緝兇，律政司亦應指
示法庭對有關案件必須從嚴及予以重
判。

團體盼調和舊例 確保動物獲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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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青山公路洪水橋段近泥圍，一輛的士疑撞傷一隻唐狗後不
顧而去。受傷唐狗事後由愛護動物協會人員送往灣仔救治，證
實狗隻植有晶片並尋獲狗主。

一隻花貓在淺水灣南灣道被一輛私家車撞到，當場重傷連眼珠
凸出，但肇事私家車不顧而去。花貓其後由熱心人士報警通知
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帶走搶救。

一犬隻倒斃馬騮山路中，現場遺下一個毀爛的車牌，不排除有
車輛撞斃犬隻後不顧而去。犬屍事後由熱心人士移走善後。

有義工到屯門警署報警，指目睹一犬隻「小黑」在屯門青磚
圍，遭一名駕駛貨車的男子高速「掟彎」撞斃。

有網民上載一段閉路電視片段，指在元朗唐人新村有一輛客貨
車撞斃一犬隻後不顧而去。涉事司機的車牌曝光更被「起
底」，最終不堪壓力透過facebook向公眾道歉，其後被警方
以涉嫌「虐待動物」拘捕。

一隻唐狗闖入路軌後被港鐵列車撞斃，引起社會關注，港鐵需
成立專責小組檢討，並在同年12月提交報告。

消委會昨日發表研究報告，建議立法為
健身、美容等五類合約，設立不少於7天
的強制冷靜期，期間消費者無須理由，可
以要求退款或取消合約。設立冷靜期，主
要針對個別近年備受消費者詬病的行業，
可有效遏制疲勞轟炸、強迫消費等市民深
惡痛絕的營銷行為。冷靜期早在本港不少
行業採用，效果良好，商家秉持誠信經營
的原則，根本無須擔心經營受衝擊。相
反，更嚴格的規管可以促使市場優勝劣
汰，切實保障消費者權益，值得加快落實
推廣。

近年涉及長時間簽約消費、預繳式消費
的欺客手法層出不窮，健身行業接連有連
鎖店倒閉，美容行業威嚇銷售時有所聞。
過去5年，本港美容、健身及時光共享3大
行業的銷售手法投訴，涉及金額達 1 億
3000多萬，佔涉及預繳消費行業總投訴的
63%。

一旦設立冷靜期，消費者可以在離開商
家之後，冷靜下來決定是否仍然接受合
約，很大程度上可減少被誤導或強迫消費
的出現。可以說，冷靜期就是一劑給消費
者的「後悔藥」，對於個別簽長約、金額
大或預繳式消費的行業尤其適用。

本港市民對冷靜期並不陌生，保險業一
早已經設立21天的冷靜期，保險客戶可以
在期間取消保單並獲全數退還保費。從實
施多年的效果來看，這不但可保障顧客，
令保險經紀減少誤導宣傳，亦有助改善行
業形象，令更多市民去接觸和嘗試參與。

歐洲和美國亦早就一些高風險的消費市場
為消費者定下冷靜期。新加坡於2004年生
效的《保護消費者（公平交易）法令》，
規定消費者有3天的冷靜期，可無條件取消
分時度假的合約。

本港早年有不少內地客投訴商戶出售
「假貨」、「次貨」，於是旅遊業議會將
原訂的14天的退款保障擴展至180天，之
後購物投訴個案大幅下降，亦沒有聽聞本
地的零售商投訴退款機制被濫用。可見，
不論香港或海外，設立冷靜期，是保障消
費者、促進公平銷售行之有效的機制。

早在2010年，政府在修訂《商品說明條
例》時，已在條例草案中提出，將合約冷
靜期擴展至所有合約期達半年以上的預繳
式消費，但由於商界強烈反對，政府唯有
抽起有關條文，表示未來會就冷靜期的立
法問題另行處理。因此，如今消委會的研
究報告，只是建議政府履行遲來的承諾。

本港有購物天堂的美譽，以服務業作為
經濟命脈，面對投訴多、形象差的個別行
業，必須及時加強規管，維護市場良性發
展。只要相關規管執行到位、一視同仁，
不用擔心對業界的衝擊，長遠可加速淘汰
行業的害群之馬，有助行業良性發展，改
善消費者對相關行業的觀感。

因此，消委會建議政府委任或成立公營
機構，負責冷靜期的調查和執法，值得當
局重視，應盡快落實。消委會的建議只是
踏出第一步，長遠有必要全面審視各行各
業，對更多合適的行業實施冷靜期規定。

冷靜期有效保障消費者值得推廣
港匯近幾日持續疲弱，港元兌美元再觸及7.85的弱方

兌換保證，但港匯昨日回升，一度升至7.844水平。金
管局副總裁李達志表示，並無見到大規模沽空港元，市
場對金管局維持港元穩定的信心非常強。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局長劉怡翔亦表示，聯匯制度運作正常，未見有人
惡意衝擊市場。的確，今次港匯轉弱非惡意衝擊，而是
息差主導， 如今香港和內地的外匯儲備、金融實力今非
昔比，聯匯機制支持力雄厚，狙擊港匯、亞洲金融危機
重演可能性不大。但中美貿易戰山雨欲來，監管當局還
是要打醒精神，確保市場穩定。

自上周四首次觸發聯匯制度弱方兌換保證後，金管
局在外匯市場已作13次交易，買入510億港元，銀行體
系結餘相對縮小。港元與美元掛鈎，固定匯價是1美元
換7.8港元，若然匯價跌穿這個水平，利率就會調高，
藉以吸引資金流入，平衡匯價。以近日流出510億港元
為例，隔夜拆息已上升10點子，1個星期上升了12點
子，預計情況會繼續。

在亞洲金融風暴，炒家利用沽港元再以美元逼高利
率，同時在市場放出特區政府無法頂住沽空港元的說
法，令匯率和利率同時受壓，企圖借此在股市和期指市
場獲利。此次資金流出香港，市場擔心或成為1997年
亞洲金融風暴翻版，但情況不可簡單比附，其原因是：
今次港匯弱非有人惡意衝擊市場，而是息差主導；港匯
並非告急，僅為聯匯機制下港匯設有下限；金管局買入
市場港元沽盤並非主動出手干預市場，而是根據聯匯制
度的自動調節。

在聯匯機制下，賣港元及沽空港元期貨等套息活動是
正常現象。去年底，美聯儲加息令美元和港元利差擴
大，外匯市場圍繞港元匯率波動的對賭交易悄然升溫。
對沖基金通過投行發行了多款掛鈎港元匯率下跌的期權
衍生品，若港元匯率在3個月後跌至7.8450-7.8500區

間，對沖基金有權利按照數倍槓桿投資額，高價出售美
元頭寸獲取超額回報，反之對沖基金則向交易對手支付
不菲的費用作為風險補償。

如今眼看這些期權即將到期，對沖基金不願看到由於
香港金管局干預匯市導致港元大幅反彈，令此前的對賭
交易由盈轉虧，對沖基金於是持續沽空港元，這是很正
常的事。

但要看到的是，目前不論香港、內地的外匯儲備、金
融實力今非昔比，對沖基金狙擊港匯港股難度大。現時
要大規模沽空港元獲利並不容易，港元家底甚厚，過去
數年流入香港的資金約1萬億港元，而510億港元只佔
當中小部分，加上除銀行體系結餘外，有1萬億元的外
匯基金票據，銀行可透過貼現窗換成港元，而金管局亦
可贖回票據補充流動性，本港防守能力很高。

另外，根據聯匯機制，港滙跌至7.85時，金管局會「無
限量」接貨。當港元銀根減少，當港元拆息上升至某水
平，套息活動便會反向操作，港元將止跌回穩。大鱷大幅
沽空港元，令港元大幅貶值再獲利的如意算盤難以打響。

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中央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在香
港與國際炒家決戰的關鍵時刻，中央政府派出了兩名央
行副行長到香港，並要求香港的全部中資機構，全力以
赴支持香港特區政府護盤。如今中國的外匯儲備總額高
達3萬億美元，市場對人民幣匯率信心穩定，今次為穩
定港元，有需要時，相信中央會一如既往堅定支持。

目前在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下，或將持續出現金融市
場及資產價格的明顯波動，香港需防由此造成資金無序
流動，衍生新一波金融危機。監管當局尤其要留意以下
三種情況，包括有否出現大量出售與港元有關的對沖產
品、有無大量借入港元、期指未平倉合約有無大量增
加，這是必須高度警惕的信號，一俟有變，就要迅速反
應，確保香港金融市場穩定。

港匯波動並非告急 但不可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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