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次攪珠日期：8月17日(星期六)

8月15日(第19/093期)攪珠結果

頭獎：$28,896,420 （0.5注中）

二獎：$646,580 （3.5注中）

三獎：$42,490 （142注中）

多寶：$14,44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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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佛力抽居屋 母為兒「泰辛勞」
夾時辰八字交表 攪珠揭盅惜落空

含動物基因或奶蛋的素肉
檢出豬和魚基因

■「Saturday」素魚蛋 (左)

包裝標示含奶素，實際含雞蛋成分

■「無肉良品」素熱狗 (中上)

■「齋心」素火腿（雞肉口味）(右)

■「松珍生技」日式燒鰻(中下)

■資料來源：消委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馮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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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6日（星期五）■責任編輯：勞詠華

鄭女士昨日到攪珠現場為抽居屋
的兒子「打氣」，她稱兒子已

抽近10年居屋，惟無一次中籤。因
此，她今次決定「去到盡」，早前
專程飛到泰國拜四面佛，再配合好
兒子的時辰八字，揀好時間透過網
上系統交表，但其兒子手持的籌號
為80，屬首7個號碼，極可能再度
無緣揀樓。

媽媽憂兒無樓 女友會分手
鄭女士得悉結果後難掩失望之

情，稱兒子已31歲，由於收入超標
不合資格申請公屋，又負擔不起私
樓樓價，故兒子與媳婦婚後仍與鄭
女士同住，無法享受二人世界。鄭
女士希望政府能加快覓地建屋的步
伐，「個個都想有自己的安樂
窩！」

另一位母親龐女士亦說，兒子已
第四度抽居屋，由30歲抽到現在34
歲，其女友一直為了置業問題與他爭
拗，經歷多次離合，她苦笑：「今次
再抽唔到，可能真係要分手。」
雖然現場大部分人均失望而回，

但仍有人成為幸運兒。白表家庭申
請者張女士的號碼是63號，料很大
機會11月獲邀揀樓，其首選是何文
田冠德苑3房單位，其次是其他項
目的兩房單位。
她直言感到既開心又緊張，開心
是因一家四口現居於土瓜灣私樓約
380呎單位，月租約1.3萬元，「這
個租金水平夠供一層居屋」，但現
在最擔心的是「頭籌」申請者會揀
走她的心儀單位。

今期居屋有6屋苑可選

今期居屋有6個屋苑可選，包括
冠德苑、將軍澳雍明苑、馬鞍山錦
暉苑、長沙灣凱德苑、火炭旭禾苑
及荃灣尚文苑，合共提供4,871伙，
全部以5.9折發售，實用面積276平
方呎至568平方呎，售價介乎156萬
至529萬元；房委會共收到30.9萬
份申請，超額認購62.4倍。
黃遠輝相信，以家庭形式申請的

人士，必須持首3個中籤籌號（即
48、63、32）才有機會揀樓，家有
長者的申請者即需持首 5個籌號
（即48、63、32、03、57）才有機
會揀樓。
至於近期樓市下行，居屋中籤者
揀樓時會否買貴樓？黃遠輝解釋房
委會將會把參考的樓價更新至今年
10月底，屆時會以最新樓價來調整
這一期居屋的折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

盛）新一期居屋昨日攪珠決定

申請者優先次序，首10個抽

出號碼依次為48、63、32、

03、57、18、80、47、51、

56。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

席黃遠輝預計，單人申請者只

有中頭一個號碼（即48號）

才有機會揀樓。攪珠現場吸引

數十名申請者及其家人圍觀，

他們為了中籤奇招盡出，有母

親更借助「佛力」，又拜佛又

夾好時辰八字遞交申請表格，

可惜最終也落空。
■黃遠輝（左）主持房委會「白表居屋第二市場計劃2019」的電腦攪珠儀
式。旁為許炳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健文）現代人注重健康，素食也
愈來愈受歡迎，惟消費者委員會測試市面35款預先包裝素
肉後發現，三分之一的樣本檢出動物基因及動物來源成分，
或害茹素者「打爛齋缽」；另外近60%樣本含鈉量偏高，並
不健康；且全部樣本的營養標籤均未完全符合食物安全中心
的指引要求。消委會促請食品生產商做好把關，嚴肅檢視食
物配方及生產過程；該會已將標籤不符的資料轉交食安中心
跟進。

測35款 12樣本出事
素肉產品屬合成食品，由多種配料成分製成。消委會測試
35款包括素丸、素火腿、素海鮮等樣本，結果顯示有12款
樣本檢出動物基因及動物來源成分，包括1款聲稱含奶蛋素
（奶及蛋的成分）的樣本檢出豬和魚基因；3款標示含奶素
（奶的成分）的樣本則檢出雞蛋成分；另有8款檢出雞蛋成
分的樣本中，有3款的標示不夠清晰。
消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主席陳錦榮解釋，出現以上情
況，相信是由於生產商使用了動物成分製成的調味料或配
料，或以雞蛋白用作黏合劑，又或生產線受到動物性原料交
叉污染所致。茹素人士若進食含豬、魚基因的食物，嚴格來
說已是破戒，有如「打爛人齋缽」，生產商實有責任確保素
肉產品不含動物基因。

6款含防腐劑 另近六成高鈉
測試又發現，全部樣本均沒有在配料表上標示有添加防腐
劑，但測試卻發現有6款檢出防腐劑，其中3款檢出苯甲
酸，其餘3款檢出法例規定不可用於大豆蛋白粉及混合物內
的防腐劑山梨酸，當中1款更於包裝上聲稱「不含防腐
劑」。
此外，除1款樣本的包裝上沒有營養標籤，其餘34款的標
籤亦最少有一項的營養成分與測試結果不符，其中1款有多
達六項標示不符 。當中以碳水化合物的資料吻合度最低，

28款樣本的實際含量較標示值低逾20%；14款標示的總脂
肪含量值誤差超出指引要求，誤差最大樣本的實際總脂肪含
量，較標示值高逾8倍。消委會已將相關資料轉交食安中心
跟進。
測試亦顯示素肉不等於健康，有20款樣本、即近60%屬

高鈉食物，以鈉含量最高的素燒鰻魚樣本為例，進食半包
（100克）已達每日攝入限量近43%。另有兩款屬高脂食
物，以總脂肪含量最高的素羊肉樣本計算，進食略少於半包
（100克）已達每日攝入限量近40%。
陳錦榮指，是次測試反映業界在選取食材配方、食品生產
過程及品質監控方面均需從速改善，促請食品生產商做好把
關。消費者在選購素肉產品時，應選購有完整食品標籤的產
品，留意食用分量，烹調時盡量不添加調味料，以免攝入過
多鈉和脂肪。

素肉含真肉累食齋者破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健文）網購近年發
展迅速，消費者為節省運費或選用集運服務。
消費者委員會指出，去年共接獲243宗有關集
運服務的投訴，當中主要涉及運費計算不清
晰、濫收附加費用、送遞延誤、貨品在運送途
中損壞或遺失等。
其中一個案是投訴人委託一家集運公司從內

地托運貨品來港，並按網上指示輸入資料，支
付百多元運費。惟翌日該公司職員來電指貨品
長度超出標準3厘米，要求投訴人支付200元
附加費，否則將貨品退回賣方，並收取退件手
續費。
投訴人不滿付款時並沒有列明需付附加費，

且質疑該公司指貨品體積過大的說法含糊，但
他因急於取貨， 無奈付款。當他接到貨品後
自行量度包裝尺寸，才發現貨品根本沒有超出
體積標準。經投訴後該公司才肯退還附加費。
消委會敦促業界積極改善服務質素，提高資

訊透明度；並建議消費者事先了解集運公司對
貨品體積及尺寸的規定，以及運費的計算方
法；收到托運貨品後，盡快拆開包裝檢查，若
發現貨品損壞，立即拍照作為憑證，並連同購
買單據及交易證明，盡快通知集運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
文）殮葬、殯儀服務的收費
動輒數萬元，消費者委員會
進行調查發現，香港殯儀服
務的資訊及收費透明度均不
足，收費差距可達1.5倍，且
服務參差，甚至有坐地起價
的情況。有逝者家屬選用3.3
萬元所謂「全套」的殯儀服
務，其後殯儀商反價，又指
「全套」收費不包括棺木、
法事等服務，結果埋單8萬
元，較預算高1倍。

透明度低 收費相差1.5倍
現時全港共有125間持牌殮
葬商，消委會早前向他們查
詢其服務範圍及相關收費，
最後只有20間殮葬商回覆，
回覆比率極低，且部分服務
商只提供有限資料，顯示行
業甚為封閉，且透明度低，
對保障消費者構成障礙。
消委會引述業界解釋，因
香港的殯儀業不少屬家族生
意，故運作透明度不高，往
往在消費者選用服務時，才
會透露較多資料。而同一商
號由不同營業員提供的服
務，報價可能差之千里。
殮葬殯儀服務的收費差距
亦甚大，如毋須租用殯儀館

場地、收費較低廉的「院出
或直出」殯儀套餐，即使同
樣標示為最低收費，在13個
套餐中，最低及最高收費分
別為7,980元和1.5萬元，收
費差距接近1倍。
至於12個無宗教儀式的套
餐，最低及最高收費分別為
1.35萬和3.58萬元，收費亦相
差約1.5倍。
有投訴人原本揀選價值3.3

萬元的殯儀服務，翌日殯儀
公司「坐地起價」至 3.8 萬
元，投訴人心急處理家人後
事唯有接受，後來殯儀公司
又指有關收費不包括棺材、
花圈等，最終投訴人繳付8萬
元。
因一般家庭多數缺乏殯儀

知識，消委會指，消費者普
遍按服務商的建議籌備喪
禮，惟該會接獲的投訴個案
顯示，部分業界的服務質素
參差。有投訴人於喪禮結束
後查閱單據上各項目收費，
發現與總額不符，殯儀公司
回應含糊。
消委會促請殯儀行業採取

開明態度，增加服務及收費
資訊的透明度， 清楚標示收
費和內容，讓消費者掌握相
關資料，作出合適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健文）俗稱「鬼口水」
及黏土玩具大受小朋友歡迎，惟消費者委員會測試
市面上20款預製玩具後，發現70%樣本所含的化
合物「硼」的遷移量，超出歐洲標準建議的最高限
值，最嚴重的樣本超標逾12倍，若長期攝入或接
觸，可損害兒童的生殖系統。另有兩款樣本檢出的
微生物總量，分別高出歐盟建議限值近2.4萬倍及
119倍，增加受感染的風險。

硼遷移量超標逾12倍
消委會測試的20款樣本均屬預製玩具，包括17

款鬼口水和3款黏土樣本。結果顯示，全部樣本均
檢出硼，遷移量由26ppm至3,970ppm，其中12款
鬼口水的硼遷移量，超出歐洲建議的300ppm最高
限值，最高1款超標逾12倍。
消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主席陳錦榮解釋，在

原料中加入硼化合物，可使鬼口水及黏土玩具更富
彈性和延展性，但若接觸硼遷移量過高的玩具後，
未有徹底洗手，再經雙手接觸嘴巴或食物而誤食硼

化合物，或會令人作嘔或嘔吐，長遠更可能影響生
殖健康，故建議製造商全面減少使用硼，以保障兒
童安全。
測試又發現，有兩款鬼口水樣本的微生物總量，

分別高出歐盟玩具安全指令下所建議限值的23,999
倍及119倍，兩樣本的腸道菌總量同樣超標。陳錦
榮指，鬼口水容易成為微生物滋生的溫床，若玩耍
後未徹底清潔雙手，當手部觸及眼睛、傷口或用手
進食，或會出現細菌感染。
此外，有兩款樣本檢出塑化劑DBP，未符歐盟
及香港玩具安全相關法例的規定。陳錦榮解釋，雖
然DBP一般對皮膚和眼睛的刺激性較低，但若累
積接觸DBP和其他塑化劑，長遠會對兒童的健康
構成潛在風險。
他提醒家長，若讓小朋友玩鬼口水或黏土產品，

應盡量陪伴在旁，以免他們誤食；接觸前徹底清潔雙
手，一旦出現皮膚痕癢、紅腫應立即停用；避免讓鬼
口水或黏土觸及眼睛、口、鼻及傷口，也不應同時飲
食；若已變壞或沾上塵埃或毛髮，應立即棄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內地
的非洲豬瘟疫情持續，處理供港活豬
的深圳清水河中轉倉早前亦在恒常檢
測中發現一個疑似非洲豬瘟個案，該
中轉倉因此暫停為香港供應活豬，本
港鮮肉供應進一步減少，昨日只有約
700隻本地活豬應市，售價飊升至每
斤140元的歷史新高。
食物安全中心本周二收到內地通知

指，清水河中轉倉在恒常檢測中，檢
驗到一個疑似非洲豬瘟個案，清水河
現已暫停為香港供應活豬。昨日全港
只有704隻本地活豬應市，供應量是
未爆非洲豬瘟前的不足兩成，零售價
約每斤100元至140元，按年升約1
倍。
有香港業界建議調派香港貨車直接

到內地農場取豬，然後經深圳灣口岸
進行檢疫，再到本港屠房，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這個建議理論
上可行，但要落實仍需要與內地進一
步商討。
她又指內地正在清水河進行消毒和

清洗，重新開放的時間要視乎內地，
但她指內地現時同樣面對活豬供應減
少的問題，難以確定活豬恢復供港後
的來貨量能否回復正常水平。
對於有意見提出同時從東南亞等其

他地方輸入活豬，陳肇始強調入口活
豬需要有健全的檢疫及溝通機制，加
上現時不單內地，其他地區也有非洲
豬瘟疫情，特區政府要作出相關決定
前要先考慮其他地方的疫症情況。

涉延誤及濫收附費
集運投訴去年243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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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鬼口水」傷身 可損童生殖系統

殯儀商發「死人財」
「全套」突加價逾倍

◀兒童玩鬼口水或有健康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兒童長期攝入或接觸，
可損害生殖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陳錦榮促請食品生產商檢視食物配方及生產過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素肉產品屬合成食品，由多種配料成分製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