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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衰蟻襲港 咬爛你間屋

紅火蟻曾肆虐香江

港大發現新螞蟻品種
3個世界上首次發現新品種螞蟻

（屬於香港原生物種）

Strumigenys hirsuta（因多毛得名、見下圖）

Strumigenys lantaui （非常罕見，在大嶼
山發現，以大嶼山命名）

Strumigenys nathistorisoc （以香港自然
歷史學會命名，感謝其贊助研究）

5個香港原生物種
（至今才首次在港發現）

Strumigenys formosa (曾在台灣發現兩隻
蟻后，研究團隊在大埔滘自然護理區發現)

Strumigenys kichijo （曾在台灣發現）

Strumigenys cf. mutica (曾在日本、台灣
發現)

Strumigenys tisiphone （曾在廣東古田自
然保護區發現）

Strumigenys sydorata （曾在越南發現）

5個在本港首度發現外來螞蟻

Strumigenys hexamera （原屬地日本、
韓國及台灣）

Strumigenys membranifera （無負面影
響證據）

Strumigenys nepalensis （在香港市區森
林、草地已較常見）

Strumigenys rogeri （原屬非洲熱帶地
區，現已遍佈世界）

Brachymyrmex patagonicus （巴塔哥尼
亞短蟻，市區害蟲）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夢縈

根據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的定
義，外來物種指由於有意或無意

的人為活動，生物被遷離原產地或原屬的分
佈區，帶到新的棲息地或生態系統。外來物

種中，約5%至20%屬於外來入侵物種，它們擁有繁殖
力強、生長及擴散速度快，以及能適應不同生長環境
的特性。2005年入侵香港的紅火蟻就是其中之一，許
多港人或許還對紅火蟻記憶猶新。
紅火蟻源於南美洲，屬小型螞蟻，幾乎可在任何土壤

築蟻丘為巢，但較喜歡有陽光的空地或有部分遮陰的地
方。若不小心踏到紅火蟻蟻丘，紅火蟻會傾巢而出攻擊

敵人。如果被紅火蟻螫傷，會引致痕癢和灼
痛，並於一兩天內形成白色膿疱。如膿
疱穿破，容易導致繼發感染，也會永

久留下疤痕。

蟻丘曾多達2300個
入侵紅火蟻於2005年1月首次在天水圍被發現後，
紅火蟻蟻丘擴散速度更一度失控，全港急增至近1,300
多個蟻丘，多個地區相繼失陷 。截至2005年年底，
被發現的蟻丘約有2,300個，分佈於新界北和大嶼山逾
90處地點。當局的評估顯示，紅火蟻已在本港存在一
段時間。
政府有關部門即合力清除紅火蟻，並就紅火蟻的監

察和處理，向本地農民提供意見，後在政府和市民合
力 努 力 下 ， 該 蟻 患 得 到 有 效 控 制 。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夢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港大昨
日公佈在本港發現13個螞蟻新品種，當
中有3個為全球首次發現的新蟻種。這3
個蟻種由管納德、港大畢業生鄧傑臨和研
究員Mac Pierce合力發現。3個新蟻種均
為瘤顎蟻屬（Strumigenys），牠們生活
在落葉或土壤中，是體型細小的捕獵者，
身長僅2毫米至4毫米，又被稱為「迷你
陷阱顎螞蟻」，牠們的口顎能180度張開
再高速合上，捕殺細小昆蟲和小型節肢
動物。
新發現的3個蟻種分別命名為：Stru-

migenys hirsuta，因其有濃密毛髮外
形；Strumigenys lantaui，是以大嶼山
命名，因為只在大嶼山一處地點發現過
其蹤影，是極罕見的蟻種；及 Strumi-
genys nathistorisoc，是藉以感謝贊助
研究的香港自然歷史學會。
管納德認為社會的支持和參與，對

生物多樣性研究至為重要，有助發現更
多新物種。他說： 「我們只要細心觀

察一下周圍，便能欣賞到生物多樣性的
美麗。就在我們腳底下悄悄移動的螞蟻
和細小昆蟲中，便有不少從未被發現的
新物種。」
今次研究還記錄了5個已在其他亞洲

地區被發現及命名，但在香港屬首次發
現的原生物種。牠們同為瘤顎蟻屬，其
中包括僅在台灣發現過兩隻蟻后的
Strumigenys formosa，其在 1988 年首
次被發現後便再無新記錄，研究團隊最
近在大埔滘自然護理區發現了一隻
Strumigenys formosa工蟻，讓生物學者
對這種罕見螞蟻的分佈多了認識，有助
相關的保育工作。
另外四個原生蟻種在東南亞、日

本、台灣或中國內地已有記錄。
香港自然歷史學會支持本地生物多

樣性研究，學會主席Ken Bradley 表
示，學會秉承「鼓勵自然歷史研究並支
持香港有關的研究發展」的宗旨，非常
樂意為研究出力。

管納德指出，香港是世界最繁忙港口
之一，也是全球第二大外來物種入

侵熱點，故應及早預防，切勿輕視，避免
十多年前的紅火蟻為患事件重演。
5個首次在亞洲地區被發現的外來物
種，其中4個是瘤顎蟻屬，該屬螞蟻長相
奇特，頭部猶如長了兩個腫瘤，故得名瘤
顎蟻。它們多在枯葉、土壤或腐木中築巢
覓食，大多對人類生活無負面影響。但另
一入侵物種，「巴塔哥尼亞短蟻」又名黑
暗漫遊者螞蟻（Dark Rover Ant）為短蟻
屬，體型細小，全長僅約兩毫米，會入侵
建築物並在內建立巢穴，對建築物造成損
害，但不會對結構造成破壞，在美國是廣
為人知的害蟲。

13個新蟻種首現港
管納德指出，巴塔哥尼亞短蟻可在浴
室或廚房內建築巨大的巢穴，它們可棲息
在插座、外牆或木屋頂下。醫院及其他人
流密集的商業場所也有該蟻的蹤跡。它們
雖在北美被列為害蟲，且不易殺滅，但不
會透過叮咬對人體造成傷害，對人體健康
沒有直接影響。但他表示，外來物種的入
侵是一個警號，建議港人切勿輕視，應及
早預防，避免十多年前的紅火蟻禍患事件
重演。
管納德於學術期刊《亞洲蟻學》

（Asian Myrmecology ）發表的關於該入
侵物種的論文中指出， 巴塔哥尼亞短蟻
在原屬地和遷居地都可棲息於多種環境，
包含林地、紅樹林、草地、沙灘、農場、
農地和城市。亞洲和亞熱帶地區因缺乏對
此種螞蟻的管制措施，很可能在室內亦有
棲居。香港是世界主要港口之一，現已有
許多外來物種遷入記錄，亦有許多物種以
香港為踏腳石，傳播到其他地區，當年紅
火蟻就曾通過入侵香港後進入內地。他表
示，香港對於入境生物的管制刻不容緩。
管納德表示，去年11月於紅磡發現該

螞蟻，暫未知擴散情況及數量，有機會屬
早期入侵階段，並已聯絡相關政府部門，
監控其入侵情況。
他續指，如果該蟻種成功落地生根，將會

增加防治蟲害的成本。巴塔哥尼亞短蟻可靠
化學殺蟲劑殺滅，但管納德提醒，殺蟲劑使
用量增加，亦會影響環境和公眾健康。

倡航班抵港先滅蟲
管納德並指，香港是僅次於美國佛羅

里達洲、全球第二大的外來物種入侵熱
點，龐大的飛機流量令昆蟲容易依附在貨
物及交通工具上進入本港範圍。他建議政
府參考外國如澳洲做法，在航班抵達後先
進行滅蟲工作，避免外來物種入侵本港生
態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助理教授管

納德（Benoit Guénard）昨日向傳媒公佈其研究團隊在香港發現的13

個螞蟻新品種。這13個新品種中，有3個為全球首次發現的本港原

生物種，另有5個雖然是本港品種，但至今才首次在香港發現蹤跡。

另有5個首次在香港被發現的外來物種，其中一個外來螞蟻物種在紅

磡發現，為美國常見的害蟲「巴塔哥尼亞短蟻」（Brachymyrmex

patagonicus、見右方圓圖），會入侵各種建築物造成破壞。

3種港產新蟻 細細粒「口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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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中國製造業PMI指數造出自2012年最
大反彈、升上榮枯線之後，昨日公佈的財
新製造業PMI指數亦達8個月新高，首次重
上盛衰分界線，加上萬億減稅政策昨日開
始實施，系列利好消息帶動港股、A 股大
漲。中國經濟復甦勢頭顯著，顯示中央穩
經濟措施漸見成效，減稅降費更釋放巨大
活力，令中國經濟企穩回升，對全球經濟
復甦也是好消息。外資正掀起新一輪進軍
中國的投資潮，本港更應把握國家擴大開
放、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加緊行
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制訂「六
穩」舉措，即「穩就業、穩金融、穩外
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提出更
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政策。今年兩會，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宣佈，將對企業減稅降費2萬
億元人民幣，加大信貸支持實體經濟力
度，出台民企紓困政策，並將以積極財政
政策投資鐵路、公路和水運等。

如今PMI快速回升，證明有關政策釋放
市場活力、有力促進經濟增長。降低增值
稅的萬億「大禮包」昨起派發，製造業的
適用稅率由16%降至13%，交通運輸、建築
業適用稅率由10%降至9%，規模空前的減
稅降費，將釋放更大的經濟活力。中央不
搞「大水漫灌」式的信貸刺激，而是減稅
降費「放水養魚」，中國經濟復甦可望達
到「六穩」的預期效果。

中國在推進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以更大
力度對外開放，與世界各國分享發展機
遇。今年以來，《外商投資法》通過，市

場准入負面清單不斷縮減，特別在金融、
汽車等領域的開放快速推進。李克強總理
最近在博鰲亞洲論壇宣佈，將抓緊制定外
商投資法相關配套法規，確保年底前完
成，明年1月1日與《外商投資法》一起實
施；並將持續擴大金融業、現代服務業對
外開放。昨天，中國債券正式納入彭博巴
克 萊 債 券 指 數 ， 這 是 繼 A 股 納 入 明 晟
（MSCI）新興市場指數之後，中國金融市
場又一次被國際主要金融指數所接納。

近日，中意兩國簽署了共同推進「一帶
一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法國也對「一
帶一路」倡議表現出積極意願。蘋果公司
首席執行官庫克在博鰲亞洲論壇演講時表
示：「感謝中國打開了大門，讓我們成為
一分子，中國開放既能夠發揮自身潛力，
也能夠推動全球繁榮。」

看好中國發展前景，外國投資者加快、
加大佈局中國的步伐。富達、瑞銀資管、
貝萊德等私募基金加快在中國資本市場的
投資步伐，全球最大的資產託管商、美元
清算銀行之一的紐約梅隆銀行，日前與北
京銀行宣佈，擬設中國首家外資控股合資
銀行。美國電動車巨企特斯拉在上海投資
的超級工廠，今年1月已經動工，計劃年底
完工。

國家經濟穩步增長，外資部署搶灘，本
港工商界、專業服務界近水樓台，更應主
動抓住國家開放的機遇，特別是充分運用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政策，分享國家發展
的紅利，也為新時代改革開放、國
家經濟轉型升級作出新貢獻。

內地經濟復甦顯著 港企加緊行動把握商機
修訂《逃犯條例》將於本周三在立法會首

讀。反對派不擇手段逼政府「跪低」，包括搞
遊行報大數、危言聳聽恐嚇市民、威脅包圍立
法會等。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明不會收回草
案，希望立法會盡快完成審議。反對派利用修
訂《逃犯條例》掀起新政爭，企圖破壞本港當
前風清氣正、人心更齊的局面，同時扭轉自己
每況愈下的頹勢，掀起反中亂港的新高潮，為
新一輪選舉周期累積政治籌碼。特區政府理所
當然要執善固執，頂住壓力，進一步做好修例
的解釋工作，消除誤解和憂慮，爭取最大民意
支持；社會各界在此關鍵時刻更應積極發聲，
以強大民意明是非、駁歪理，支持修例順利通
過，挫敗反對派的政治圖謀。

自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7 年「七一」視察以
來，香港持續穩中向好態勢，特首林鄭月娥帶領
特區政府堅定維護「一國兩制」和憲法、基本
法，勇於擔當、積極作為，依法施政和管治成效
好；社會積極參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本港出現
來之不易的「風更清、氣更正、人心更齊」的良
好局面。相比之下，違法「佔中」敗陣之後，反
對派的示威遊行等抗爭行動疲不能興，反「一地
兩檢」徒勞無功，從去年兩場立法會補選到剛結
束的區議會補選，反對派連仗敗陣。

反對派動員能力、政治能量大幅下滑，其為外
部勢力效勞的利用價值也急劇貶值，自然心急如
焚。在此背景下，修訂《逃犯條例》成為反對派
炒作話題、謀求打翻身仗的切入點。他們不斷散
播恐慌情緒，把《逃犯條例》修例形容為香港回
歸以來最險惡的「惡法」，竟稱若條例獲通過，

不僅香港的言論、新聞自由蕩然無存，
香港市民人人自危，就連

在港的外國人也自身難保，隨時會被移交內地，
香港不再是國際城市。前日的遊行，反對派各路
人馬傾巢而出，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等幕後
大佬也現身街頭，即將上庭的「佔中三丑」陳健
民、朱耀明、戴耀廷也粉墨登場。為虛張聲勢，
遊行隊伍讓「港獨」組織打正「港獨」旗幟招搖
過市，更威脅要包圍立法會阻止政府修例。

反對派狙擊修訂《逃犯條例》的行動一浪惡過
一浪，目的彰顯明甚，就是借題發揮，通過污名
化修例，抹黑中央和特區政府，挑動一些港人對
中央、特區政府的不信任，並通過撒豆成兵、假
造民意的手段，逼政府撤回修例，對政府管治威
信予以沉重打擊。如果圖謀成功，將成為反對派
扭轉劣勢，注入續命的「強心針」，亦為今明兩
年的區議會、立法會選舉重新聚集人氣，先行啟
動選舉的前期工程。「佔中」過後，梁天琦、梁
頌恆、游蕙禎等「本土」「自決」派迅速坐大，
已是例證。因此，可以預見，立法會審議修訂
《逃犯條例》期間，反對派勢必在議會內外互相
配合，製造連場暴力抗爭，並以此撕裂社會，令
香港重新陷入政爭不息、不得安寧的混亂局面，
以達到渾水摸魚的目的。

能否通過修訂《逃犯條例》，已是擺在眼前一
場惡仗，特區政府要發揮事不避難的擔當精神。
特首、保安局、律政司需要更加耐心、不厭其煩
地向工商界及所有市民解釋移交細節及法律程
序，希望市民明白修例只是彰顯法治公義，並有
充分的人權保障，讓公眾放心安心，不受似是而
非的謬論誤導；愛國愛港團體、廣大市民更要團
結一致，運用反「佔中」、支持「一地兩檢」的
成功經驗，充分發聲，讓公眾看清主流民意，推
動修例盡快通過。

以充分理據強大民意回擊反對派阻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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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陸」紅磡不易殺滅 港大學者：勿讓紅火蟻事件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