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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馬時亨搭呂志和飛機外遊 《蘋果》報道失實認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蘋果日
報》失實報道再添一實例。《蘋果》早
前在一報道中指稱，時任港鐵主席馬時
亨，與投得港鐵地皮的嘉華國際主席呂
志和去年曾多次乘搭私人飛機外遊，被
質疑涉利益衝突。昨日，《蘋果》承認
報道失實，該飛機既不屬於呂志和名
下，兩人外遊的相片及影片也非去年拍
攝，並為此向呂、馬致歉。
據了解，馬時亨早前已向《蘋果》發
律師信，消息人士說：「《蘋
果》係怕被

啟德河變「抗生素河」？英國約克大
學研究全球 165 條河道中，發現本港啟
德河河水含有 9 種抗生素，其中兩種分
別超標 4 倍至 5 倍，整體抗生素含量在
今次排行榜中「勇奪」第九位。然而，

告，才死死氣地道歉。」
《蘋果》今年 6 月 30 日報道指，聲稱
獲得一批獨家的相片及影片，顯示馬時
亨與呂志和及數名女子在私人飛機上。
報道聲稱，該批照片及影片於去年拍
攝，呂志和「多次邀請」馬時亨等人乘
坐其私人飛機外遊，地點包括意大利、
日本及內地，馬時亨從沒付費。今年嘉
華集團合組的財團便投得港鐵康城發展
項目地皮，被指涉嫌利益衝突。
事後，馬時亨透過港鐵發出嚴正聲
明，指報道內容嚴重失實。
他指自 2016 年出任港

鐵主席以來，從未乘搭呂志和的私人飛
機，又強調自己和董事局無參與日出康
城第十一期項目的招標結果決定。報道
嚴重影響他和港鐵聲譽，保留所有追究
的法律權利。
呂志和亦發聲明指，報道內容純屬誣
衊，與事實不符，嚴重影響其相關聲
譽，呂志和及嘉華集團保留對《蘋果》
作追究的法律權利。

事隔半個月 《蘋果》終跪低
事隔半個月，《蘋果》昨日在網上發
表聲明指，稱「查明」該批相片及影片

的拍攝日期應為 2014 年 9 月，而非報道
所指的去年，有關的私人飛機亦證實並
不屬於呂志和名下。《蘋果》對「引起
誤會」，或「可能引起其他不實傳言」
向兩人致歉。

若不出律師信 未必「咁順攤」
消息人士表示，馬時亨對「被屈」感
氣憤，所以報道出街後，馬上向《蘋 ■《蘋果日報》為失實報道向馬時亨、呂
果》發律師信，要求就失實報道致歉， 志和致歉。
資料圖片
「如果唔係出到律師信，佢哋（《蘋
果》）都唔會咁順攤（道歉）。」

啟德「抗生素河」食魚如「啪藥」
超標5倍全球排第九 漁獲做肥料種瓜一樣含藥物殘餘

啟德河垂釣情況普遍，有人更將漁獲轉
售供食用；本報也追蹤到有釣友將漁獲
用作堆肥種植瓜菜。醫學界人士警告，
啟德河的生物已受污染，市民食用這些
漁獲如同「啪」抗生素；漁獲做肥料，
種出來的農作物也有藥物殘餘，屆時食
瓜如食藥，影響孕婦及胎兒健康之餘，
細菌也會適應抗生素，繁衍抗藥性極高
的超級惡菌。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啟德河自 2011
年分階段展開改
善 工 程 後， 由 臭
河 變 美 河， 吸 引
釣友垂釣。

大仙啟德河（又稱啟德明渠）仿效首爾景
黃點「清溪川」，於
2011 年 10 月起分階段

展開改善工程，提升防洪能力之餘，還進行綠
化除臭，使河內生態改善，物種增多。
外表看，啟德河河水漸變清晰，但原來已受
殘藥污染，英國約克大學早前公佈一項有關藥
物污染河道的研究報告，去年於全球 72 個國家
或地區、共 165 條河道抽取水辦化驗，本港的啟
德河及大埔林村河也包括在內。最高抗生素殘
餘的河道排行榜中，啟德河「榮登」第九位，
水辦被驗出 9 種抗生素，當中兩種抗生素環丙沙
星（Ciprofloxacin） 及克拉黴素（Clarithromycin）分別超出安全標準 5 倍及 4 倍；大埔林村河
也被驗出含 4 種抗生素，但全部未超出安全標
準。

食用河產易令細菌變惡菌
研究人員擔心抗生素污染河流，食用這些河
水，或河內生物，如同間接食用抗生素，長遠
有機會令細菌適應抗生素，細菌變得愈來愈有
抗藥性，甚至變種為超級惡菌，再無抗生素能
抑制牠們。
研究人員的憂慮絕非杞人憂天，自從啟德河
進行改善工程由「臭河」變「美河」後，漸漸
成為本港垂釣的「熱點」。雖然渠務署在河道
兩旁標明「不宜垂釣」的告示，但無損釣友垂
釣的興致，每逢周末假期，大批街坊帶同麵包
當魚餌，不消片刻，一條條「非洲鯽」上釣，

▲整個膠桶
盛滿「非洲
鯽」。

◀渠務署在河道
兩 旁 標 明「 不 宜
垂釣」的告示。

◀市民在啟德
河釣魚。
有人會將漁獲掉回河內，有的則將漁獲放進膠
袋內。
黃大仙區議員郭秀英透露，「聽聞有釣友即
場賣給街坊食，每條兩三元，又見過有人將大
桶魚倒入河道，不知是否用作放生。」
除了有釣友將漁獲販賣供食用，更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有人竟遠從西貢井欄樹鄉郊搭車到
這裡釣魚，把大桶漁獲運返農田做天然肥料。
「這桶非洲鯽不是吃的！我們會丟在農田上做
肥料，待牠們腐爛就可以用。」日前早上 9 時
多，兩名約 50 多歲的男子在啟德河旁忙個不
停，他們將一條條上釣的非洲鯽掉進大膠桶
內，迅速填滿整個膠桶，目測發現每條非洲鯽
約重數斤。
記者以街坊身份向釣友查詢漁獲的用途，對
方直言：「魚在明渠生長不宜食用，會用於農
田施肥。」言談間更透露他們不時到該處釣
魚。記者其後尾隨他們，最後到達西貢井欄樹

的農莊，該處有村屋及大塊農田，相信真如他
們所說，該桶魚用作施肥種植瓜菜。

醫生：農作物殘餘藥影響孕婦
家庭醫生關嘉美解釋，在啟德河驗出含量
「勁超標」的兩種抗生素環丙沙星及克拉黴
素，主要醫治各類炎症，例如尿道炎、皮膚感
染、腹部發炎及腸胃炎等，以環丙沙星的藥力
較強，孕婦及小童忌服。該河河水的抗生素殘
餘濃度高，食用河中生物形同間接「啪藥」；
將有關漁獲當耕種肥料，市民進食有關瓜菜亦
會攝取抗生素，影響健康也不自知。
環保署發言人，環境局留意到國際間有關抗
生素的各項研究和進展，例如世界衛生組織等
國際權威機構會否就抗生素訂定公認的環境安
全水平，檢討有否需要就本港環境中的殘留藥
物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或把抗生素納入環保署
水質監測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曉
瑩）本港一間私家醫院引入全球
最先進的磁力共振導航放射治療
機，是全亞洲首台。該儀器集治
療與掃描的功能於一身，可鎖定
腫瘤最新的移動位置，並同步進
行電療。有助縮小電療的範圍及
因應腫瘤情況調校藥物的劑量 ，
減低副作用，亦能減少放射治療
次數。
養和醫院東區醫療中心李樹芳樓
於今年 4 月底起投入服務，至今為
近 2,000 人次提供服務，昨日正式舉
行開幕典禮，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陳肇始、養和醫療集團行政總裁暨 ■ 全亞洲首台 MR Linac 磁力共振導航放射治療 ■陳肇始、李維達、李維文與一眾嘉賓主持開幕典禮。
養和醫院院長李維達，及養和醫療 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集團營運總監暨養和醫院經理（行
能作出即時治療方案調節，減少病人需要重新做 圍，會擴大治療範圍，確保能消滅癌細胞，卻令
政）李維文主持典禮。
患者有機會吸收過多輻射劑量，影響附近正常組
中心引入全球僅 11 部、全亞洲首台的 MR Lin- 影像掃描的時間。
他解釋，「器官及腫瘤都是活的，會隨時間移 織。」不過，由於 MR Linac 能同步掃描及電
ac 磁力共振導航放射治療機，李維文表示 MR
Linac 在治療的同時，能夠清晰實時顯示腫瘤及 動，今日掃描與明日再掃描，結果可能截然不 療，便能針對性地消滅癌細胞，縮小電療範圍及
軟組織的位置，若位置有大幅度的變動，醫生亦 同。傳統電療因為未能準確鎖定腫瘤位置及範 減低副作用，亦能減少放射治療次數。

本港超過九成生活污
& 水經污水廠處理後排
出，過程中能有效去除
部分藥物殘餘，包括抗
生素。
從事海洋研究的英國皇家生物學
會院士陳玉成博士解釋，河道受藥
物污染的途徑，一般是人類服用抗
生素後，抗生素殘餘隨排泄物流向
河道，但本港是發達城市，廁所排
污渠較少機會錯誤接駁至明渠及河
道，啟德河受生活廢水污染的可能
性較微。
陳玉成相信，運魚貨車是最大疑
兇。
他指出，目前全球大部分抗生素

「旺暴」案下月再提訊 兩被告盼速訂審期

養和首引入儀器 同步掃描電療

抗生素爆錶 運魚車是疑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6 年農曆年初一深夜至年
初二清晨發生的「旺暴」案，警方今年初再落案控告 3 名涉
案男子分別暴動、縱火及刑事毀壞等 4 宗罪。案件昨在區域
法院再提訊，次被告及第三被告均否認控罪，首被告則申請
將案押後以待索取專家報告，及向控方索取涉案警員的記事
冊等文件。法官遂將案件押後至 8 月 20 日再提訊，其間 3 名
被告續獲以原條件保釋候訊。
3 名被告依次為任職酒保的譚百熙（21 歲），任職游泳教
練 的 陳 舜 堯 （30 歲 ） ， 以 及 報 稱 是 學 生 的 王 國 斌 （22
歲）。譚被控一項暴動罪，控罪指他 2016 年 2 月 9 日（年初
二），在旺角豉油街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陳被控一項縱火
罪，指他同日用火燒毀一塊屬於香港體操總會的橫額。王則
被控一項刑事毀壞罪，指他同於上述時間在山東街，聯同其
他人損壞行人路。
另外，譚和王被控多一項刑事毀壞罪，指他們在山東街
76號門外，連同其他人損壞一支屬於政府的標誌杆。
代表首被告的大律師陳偉彥，昨在庭上透露譚仍未決定
是否認罪，又透露將爭議其衣物和鞋的顏色，需時索取專家
報告，以及索取相關警員的記事冊和有關證物的資料，才能
向譚提供全面且準確的法律意見，故向法庭申請將案件押後
再提訊。
至於另外兩名被告陳舜堯和王國斌，兩人均透過代表大
律師表示對首被告的申請無異議，以及已決定不認罪，又指
案件發生距今已 3 年，希望盡快訂立審期。李俊文法官認同
應盡快處理案件，最後批准案件押至8月20日再提訊。

20 歲回收工慘遭碎膠機攪爛腳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流浮山一回收場昨日上
午發生嚴重工業意外。一名 20 歲男工在處理塑膠廢料
時，疑因大型碎膠機出口出現阻塞，遂爬入機中用腳清
理，詎料機器突然啟動，雙腳頓被夾住被困，劇痛大
叫，由消防員救出時雙腳掌已血肉模糊，勞工處正跟進
意外原因。
現場為流浮山廈村路一個佔地逾萬呎的回收場，涉事
大型碎膠機外形像漏斗，上闊下窄，底部出口處有金屬
刀用作將塑膠切碎。昨日上午 11 時半，一名姓羅（20

歲）男工人 在上址如常將塑膠廢料倒入碎膠機內切碎，
其間碎膠機的出口出現堵塞，羅遂爬入機內用腳清理，
詎料機器突然啟動，他雙腳頓被夾住，無法動彈，痛極
大叫，驚動另一名姓劉（55 歲）男工友立即關掉機器電
源及報警。
未幾，消防員到場將傷者救出，惟雙腳腳掌已血肉模
糊，經救護員即場初步急救後，再送往屯門醫院治理，
幸無生命危險。警方事後經調查，相信事件無可疑，列
作工業意外交由勞工處跟進。

被濫用於養殖動物及植物，估計啟
德河有大量抗生素，可能與運送海
鮮的貨車有關，「貨車司機或貪方
便非法在街邊排放車上魚缸的水，
污水通過街邊坑渠流入啟德河內，
污染河道。」
據他了解，部分海鮮業人士為免
海鮮在運送過程中死亡，會在魚缸
水內加入抗生素，使細菌不會在水
內增生，避免水產因缺氧致死，但
胡亂傾倒魚缸水，長年累月污染啟
德河。
他又希望當局盡快找出抗生素污
染啟德河的原因，避免令超級惡菌
有機可乘，「我有兩名朋友便曾因
感染超級惡菌，險些送命。」

7 月 11 日(第 19/078 期)攪珠結果
■雙腳掌被夾
傷的男工人在
醫院接受救治
後要留院繼續
治療。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友光 攝





   



頭獎：二獎：$1,983,270
三獎：$77,540

（1 注中）
（68.2 注中）

多寶：$14,944,935
下次攪珠日期：7 月 13 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