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消達」疑「發毛」藥房自發停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瑪麗醫院
早前爆出消化藥物「易消達」疑受真菌
「紅麴霉菌」污染事件，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陳肇始昨日表示，暫時未再發現有市民
服用藥物後出現不適，指政府已經要求藥
物的製造商就事件提交報告，而藥物代理
昨日就呼籲零售商、醫院及診所等即時停
售或分發藥物，已購買的市民亦可以退
貨。
醫院管理局前日已經就「易消達」懷疑

受污染事件召開了緊急會議，評估其使用
風險，並已經指示全港公立醫院停止使用
「易消達」。
陳肇始昨日表示，政府十分關注事件，

醫管局及衛生署暫時未有再接獲報告指有
其他市民服用「易消達」後感到不適。

陳肇始：要求藥廠交報告
陳肇始表示，政府已經要求「易消達」

的生產商提交報告，而衛生署亦正檢驗藥
物，不排除當中涉及污染問題。她強調香
港有健全的藥物註冊及使用機制，衛生署
在藥物註冊時會評審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確保藥物已在外國機構註冊，而醫管
局亦有嚴謹機制就哪些藥物可以使用及可
用於什麼病人作分類。

未過期藥可退貨

政府在事件揭發後雖然未有要求將「易
消達」下架，但不少藥房都已經停售「易
消達」，其代理商耀南洋行昨日更在報章
刊登廣告，呼籲零售商、醫院及診所等即
時停售或分發30粒裝和100粒裝的「易消
達」，而已購買的市民亦可將未過期的產
品退回零售商，但代理強調做法純粹是防
患於未然。

濕度是污染誘因之一
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從醫院管理局得

悉，懷疑出問題的「易消達」批次編號為
17234801及17235101，協會發言人鍾健
華指，存放環境濕度是藥物受污染的原因

之一，懷疑今次事件起因為毛霉菌進入藥
物顆粒中，但藥丸又未能進行消毒。
協會指出，健康的市民服用含毛霉菌藥

物問題雖然不大，但長者或抵抗力低人士
服用就容易致病，甚至有死亡風險，建議
衛生署仿效其他國家，在關口抽檢進口藥
物。
瑪麗醫院早前發現，來自印尼製造商的

消化藥物「易消達」含紅麴霉菌，衛生署
表示約17萬瓶（約1,418萬粒）藥已流入
本港。代理商「耀南洋行」決定暫停供應
及銷售該藥，醫管局及多間私家醫院即停
用，當中約4,000名公立醫院病人受影
響。

雌雄大盜再闖珠寶展「中伏」
上周「假換真」得手百萬寶石 疑食髓知味被「斷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每年在灣仔會展舉行的香港珠寶首飾展覽會，首日即發生百萬鑽石盜竊案。一對

雌雄大盜趁上周四假扮顧客混進展覽會，以「聲東擊西」及「偷龍轉鳳」手法，偷去一顆價值約117萬元的紅寶

石。懷疑兩人貪得無厭下，昨日再次身懷假鑽石到珠寶展準備犯案時，先後被埋伏探員發現拘捕帶署扣查。警方正

追查被盜鑽石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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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模特兒伍
淑怡日前指有警員截查她時借機「抄
牌」，其後再致電相約飲酒。警務處處長
盧偉聰昨日表示，投訴警察課已經接獲相
關投訴，警方將作出調查，並強調警方在
截停調查、問話方面有嚴格指引及訓練，
而有關情況不能容忍，涉事警員目前已被
安排休假。

盧偉聰：市民可詢問話原因

盧偉聰昨日出席警隊結業會操後回應是
次事件時強調，警隊絕不能接受有關行
為，並重申警方只會在合法目的及合理情
況下才會使用相關權力，向市民查取詳細
個人資料，包括身份證、地址、電話號碼
等。

就伍淑怡稱已就事件作出投訴，盧偉聰
確認投訴警察課已經接獲投訴，並強調警
方一定會公平、公正、全面地調查。
他並建議市民被警方問話時如就內容有

疑問及不滿，可以向警員問清楚原因，甚
至可向投訴警察課反映。
盧偉聰表示，誠信是警隊核心價值，

承認今次事件會影響警隊誠信，指警隊

管理層會從教育、監督監管、調查及懲
罰等方式改善問題，確保警務人員盡
責。
他重申，警隊十分重視警員的廉潔和操

守，對警員質素有很高要求，不會容忍任
何人以身試法，違反操守，一旦發現有同
事違法亦必定會果斷採取行動處理。
至於一名牧師涉嫌性侵犯女教友一事，

盧偉聰說，案件已交由黃大仙刑事調查隊
處理，警方會全力追查，包括接觸受害
人。

截模特「抄牌」約飲 涉事警休假候查

被捕兩名內地人，分別45歲姓范女子及
47歲姓張男子，日前持雙程證來港，涉

嫌盜竊罪名，將被通宵扣查。警方正追查兩
名疑犯如何混入展覽會、價值117萬港元被
盜紅寶石下落，以及是否有在逃同黨。
第三十一屆六月香港珠寶首飾展覽會，在
本月21日至24日舉行，展覽會只供珠寶業內
人士參觀，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珠寶生產
商、批發商、零售商、出入口商及設計師
等。根據資料，每年在會展舉行的六月展，
屬珠寶業界盛事之一，除吸引世界各國珠寶
商參展外，亦吸引不少珠寶大盜趁機犯案，
過往多屆也發生嚴重珠寶失竊案件。為加強
防盜，展覽會的買家需要申領入場證等文件
才可以入場。

扮客入會場 聲東擊西調包
消息稱，上周四(21日)六月展首日下午4時
許，兩名雌雄大盜假扮顧客順利進入展覽會
後，先由范女到達一個參展商攤位要求觀賞
一粒約15萬美元(約117.7萬港元)的紅寶石，
其間張某則在另一方以「聲東擊西」手法向
職員要求觀賞鑽石。范女趁職員行開之際，
以「偷龍轉鳳」手法將預先收藏身上一粒假
鑽石與目標紅寶石調包，兩人得手後即相繼
離去。由於假鑽石與被偷紅寶石外形大小相
近，職員一時間未有察覺。直至前日，職員
在檢查假鑽石時始發現報警。

警方：未發現贓物 或有同黨在逃

警員到場調查及翻查閉路電視片段，鎖定
一對男女以「聲東擊西」及「偷龍轉鳳」手
法犯案，案件交由灣仔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
人員跟進，但雌雄大盜下落不明。
惟天網恢恢，昨午約1時，疑雌雄大盜
「食髓知味」下，身懷假鑽石再次混入六月
展準備犯案。其間范女被在場埋伏監視探員
認出進行截查，當場在其身上搜出7粒用作
「偷龍轉鳳」的假鑽石，以相關罪名將其拘
捕，但男同黨則不知所終。
同日下午約5時，疑姓張男同黨見事敗

後，企圖經羅湖管制站出境時，被發現拘捕
帶署扣查，警方因在被捕男女身上未有發現
贓物，不排除尚有在逃同黨，正展開深入調
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赤鱲
角機場國泰城對開昨日發生驚險交通意
外，一輛由慈雲山開往機場的E23路線
城巴行駛途中，突然失控掃毀路邊鐵欄
剷上草坪，巴士車頭損毁，幸未有造成
傷亡。警方正調查車禍原因。
事發昨午1時許，當時天文台正發出

黃色暴雨警告，其間一輛E23路線城巴
沿駿運路往機場方向駛至香港空運貨站
對開時，疑因天雨路滑下，巴士在燈位
前失控連掃毀路邊約10米長鐵欄後，繼
續再剷上行人路及衝入草坪始停下，車
上乘客一度大驚呼叫，幸未有人受傷。

車禍後，姓劉車長安排巴士乘客離開
車廂，其間數名乘客疑因趕航班關係，
急忙取回行李匆匆往附近巴士站轉乘其
他交通工具往機場離去。事後警員到場
調查及拖走肇事巴士作進一步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
景源）受到西南季候風正為
廣東沿岸地區帶來驟雨影
響，本港天文台連續第二日
發出雷暴及黃雨警告，幸未
有造成嚴重水浸、塌樹或山
泥傾瀉報警。
昨凌晨兩時，天文台首

先發出雷暴警告，其間不
斷下雨，市民外出上班上
學也需帶備雨具。至早上
11時15分，天文台再發出
黃色暴雨警告，本港廣泛

地區已錄得或預料會有每
小時雨量超過30毫米的大
雨。
由10時 45分至 11時 45

分，荃灣區一度錄得41毫
米雨量記錄成為重災區，
幸未有造成受傷。直至昨
午1時40分，天文台取消
黃雨警告。
天文台預測，今日本港

天氣短暫時間有陽光，展
望隨後兩三日驟雨減少，
漸轉天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食物及衛生局建議立法規管電子
煙引起爭議，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主席鄺祖盛對政府決定表示失
望，擔心做法會令吸煙行為正常
化，令吸煙率上升。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陳肇始昨日指，一刀切禁
止電子煙需要長時間來凝聚社會
共識，認為透過徵稅加強規管是
較務實的方式。
政府在2015年時曾經接受吸

煙與健康委員會建議，支持全面
禁止電子煙，但現時就改變立
場，變成對電子煙作出規管。鄺
祖盛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批
評有關決定，指電子煙與一般香
煙一樣含致癌物質，擔心電子煙
以針對年輕人的方式宣傳和銷售
手法會令更多年輕人吸煙，將吸
煙行為正常化。

鄺祖盛倡仿澳門擴禁煙
鄺祖盛要求政府加強控煙工

作，如仿效澳門將禁煙範圍擴
大至巴士、小巴和的士站，並
要增加100%的煙草稅。
他又指政府應為今次立法工

作設利益申報機制，例如要求
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等有份
制定控煙政策的單位成員申報
與煙草商是否有利益關係，以
免煙草商影響政策。
陳肇始出席另一個電台節目時

表示，政府聽到不同聲音，但解
釋指一刀切全面禁止電子煙需要
更長時間凝聚社會共識和立法，
認為效果未必及現有建議快見
效。她強調政府日後亦會參考最
新的科學實證及國際做法，不排
除會加強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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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巴士掃欄剷草坪 連續兩日黃雨 幸無嚴重災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在昨日舉
行的大型禁毒活動「2018同行抗毒在乎
你」啟動禮上，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表
示，政府有決心打擊毒品問題，並採取以
「五管齊下」的禁毒策略，從禁毒教育和
宣傳、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立法與執
法、對外合作，以及研究工作，推行禁毒
工作。同時，政府亦加強預防措施、鼓勵
求助，以減少毒品罪行。在過去數年，香
港的抗毒成效亦取得實質進展。
為響應6月26日的聯合國「禁止藥物濫

用和非法販運國際日」，保安局禁毒處、
禁毒常務委員會和香港電台合辦「2018同
行抗毒在乎你」啟動禮，為今年的全港禁
毒運動揭開序幕。
超過一千三百名青少年和嘉賓，包括學
生、少年警訊和制服團體成員、禁毒界的
非政府組織、地區組織和社會服務機構代
表及教育界代表出席了啟動禮，並響應大

會的呼籲，承諾堅決向毒品說「不」。
為鼓勵青少年發展有益身心的嗜好，以

提高對抗逆境的能力，大會邀請了多個青
少年團隊表演，包括制服步操、花式足球
及雜耍等。在活動結束前，張建宗聯同保
安局局長李家超及其他嘉賓，帶領全場宣
讀抗毒宣傳口號，展示大家共同抗毒的決
心。
啟動禮上亦首播了新一輯的禁毒電視宣傳

短片。短片透視吸食「冰毒」及可卡因不但
會上癮，更可能對身體造成不可逆轉的傷
害，包括引致狂躁、抑鬱和精神錯亂等，藉
以提醒大眾，尤其年輕一代，吸食毒品須
付上沉重代價，失去家庭關係、健康、事
業和學業等，並鼓勵吸毒者盡早求助。
短片和相關宣傳聲帶將由今晚起在各電

視台及電台播放。相關廣告亦會在公共交
通網絡、娛樂場所、受歡迎的網站、流動
應用程式及社交媒體平台推出。

「同行抗毒」啟動 向毒品說「不」

■雌雄大盜疑貪得無厭，再到會展企圖犯案時，女賊首先被警員認出拘捕(圖)，其後男
同黨再在羅湖管制站落網。

■全港禁毒運動今日啟動，共建無毒社會。

■肇事城巴
車頭嚴重損
毀。
網上圖片

■■女途人在女途人在
雨中撐傘雨中撐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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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第18/069期)攪珠結果

頭獎：$8,000,000 （1注中）
二獎：$1,484,890 （1注中）
三獎：$78,410 （50.5注中）
多寶：-

下次攪珠日期：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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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消化藥「易消達」。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