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膠袋稅實施十載
明年檢討無前設

香港新聞A12

2019年10月22日（星期二）

20192019年年1010月月2222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9年10月22日（星期二）■責任編輯：勞詠華

嬲巴士飛站 無業漢落針拮客
傷3女認4罪 控方：無同類案例料全球首宗

被告莫湛深（32歲），報稱無業，並
無刑事紀錄，他昨日承認於去年6月

27日，分別在一輛41A線及一輛48X線的
九巴上層座位放置縫紉針，意圖使任何坐
在該座位的人身體受嚴重傷害，而企圖非
法及惡意傷害該人；及無合理辯解下損毀
上述座位共4項控罪。
案情透露，被告於去年6月27日下午4
時47分至7時37分，先在青衣長安巴士
總站登上一輛41A九巴，並於尖沙咀聖安
德烈教堂下車。其後他在油麻地再登上一
輛81號巴士，至沙田禾輋巴士總站下

車，再轉乘48X巴士到沙田新城巿廣場，
之後登上49X巴士返回青衣長安巴士總
站。
同日晚上約6時半，一名女乘客登上涉

案41A巴士上層，甫坐下，其左臀部即被
尖銳物件刺到，因感痛楚立即跳起，發現
座位中央垂直插着一根針尖向上的縫紉
針，她將長約4厘米的針拔走放在藥丸膠
袋，拍下照片，下車時告知涉案巴士司
機，同日再報警及到醫院診治，發現左邊
臀部有一處表面刺傷，但無流血。
同日晚上7時許，兩名女乘客在沙田新

城市廣場登上48X巴士，並坐在上層座
位，其中一名女乘客感到左大腿被尖銳
物件刺痛而換位，另一名女乘客隨後再
坐上該座位，同樣感到左大腿被尖銳物
件刺到，轉換坐姿時，右大腿又被刺
到，始發現座位中央有尖銳物件外露，
兩人在荃灣下車時告知九巴職員，並到
醫院診治。

被告家檢多支縫紉針
被告去年7月4日在青衣家中被捕，警

方在其家中檢獲多支縫紉針。他在警誡下

承認「啲巴士成日飛站，咁我咪落針拮啲
乘客囉」。他表示案發當日乘巴士打算到
佐敦購物，及後改變主意再乘巴士到沙田
新城巿廣場。另涉事九巴的車上閉路電視
曾拍攝到被告在巴士上多次轉換座位的情
況。
控方指被告屬初犯，並透露未能找到與

本案同類情節的傷人案件或案例，本案情
節或可能是全球首宗。
法官表示須取閱其背景、精神及心理報
告始作量刑，將案件押後至11月12日判
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無業

漢稱因不滿巴士經常「飛站」，所

以「咪落針拮啲乘客囉。」他涉嫌

去年中先後將縫紉針插入兩輛巴士

的上層座位上，導致3名乘客的臀

部、大腿被刺傷。他昨日在區域法

院承認有意圖而企圖傷人及刑事損

壞共4宗罪。控方透露，至今未能

找到與本案同類的傷人案例，故相

關案情相信是全球首宗。法官須取

閱其背景、精神及心理報告，押後

至11月12日才判刑，被告還柙候

判。

▲無業漢認巴士藏針刺傷
三女。圖為早前九巴座椅
現刺針。 資料圖片

▶警方在青衣拘捕涉案
的巴士「刺客」。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
上水符興街一間皮具服飾店舖昨
凌晨遇劫，4名持刀及電槍的匪徒
闖入，以電線綁起男店東，劫去
一批總值約72萬元的名牌手袋、
皮帶及現金等財物。事主待劫匪
離去後，跑出店舖求助，由附近
保安協助鬆綁及報警。案件交由
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跟
進，暫未有人被捕。
現場為符興街6號地下一間售

賣皮具及服飾店舖，涉事店舖為
水貨批發店，48歲姓方男店東與
另一名朋友合資經營，於上址開
業已兩年。

匪徒疑早知店舖內情
案發於昨午夜零時許，當時只

得方姓店東在舖內，突有4名大
漢分持電槍及利刀闖入，其中一
人戴黑色帽、一人戴頭盔，當中
有匪徒疑早知店舖內情，指嚇他
查問「啲iPhone喺邊。」方先生
唯有承認近日另一股東確購入500
部iPhone，但未有置於店內。4名
歹徒聞言落閘，以手機充電線綁
起方先生雙手，並在店內大肆搜
掠，最後掠走一批貨物及方的私
人財物。
方表示，其中一名劫匪準備離

開時曾開動電槍指嚇他警告「一
小時後才能報警」。他曾要求對
方別取走手機，因內藏有他歲半
女兒的照片及成長片段，惟劫匪
未有理會，離開店舖後登上一輛

私家車逃走，方立即反手拉開鐵閘擬追
趕，惜賊車已往新成路方向逃去無蹤，他
唯有通知附近大廈保安協助鬆綁及報警。
警方接報到場，經初步點算，證實店舖

損失20個共值約50萬元的手袋、一批約值
4萬元的皮帶、現金約16萬元；方先生則被
掠去一個約值兩萬元的背包，內有約有
3,000元人民幣、及一部手提電話。
案件列為行劫，交由大埔警區刑事調查

隊第四隊跟進，並正追緝4名年約40歲至
50歲涉案男子歸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連接添馬與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會展）的海濱長廊昨日正式開放使用，
公眾從此可由石塘咀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沿海濱
漫步或緩跑至灣仔會展，全長約4.5公里，成為維港
兩岸目前最長的海濱長廊。

「先駁通再優化」增二維碼
新的海濱長廊長約560米，闊約6米，坐落新填海

土地，屬優化灣仔海濱項目的一部分。為貫徹政府
和海濱事務委員會倡議的「先駁通，再優化」理
念，發展局海港辦事處率先將已完成的海濱長廊開
放予公眾享用，較原定計劃提早15個月，並繼續進
行餘下內陸部分的工程，預計於2021年年初全面落
成啟用。
從新的海濱長廊可眺望中環及尖沙咀一帶，是欣
賞維港兩岸核心商業區日落景致的最佳位置之一。
長廊設計簡約，沿途會擺設並定期更換多項與民間
設計的合作，富趣味性和人性化的設施及裝置，提
升其獨特性和吸引力。

科技能豐富遊歷海濱的體驗，因此海港辦事處與
香港科學園初創公司Tech Hill Limited合作，運用
擴增實境技術，逐步推出多項功能，讓市民只需掃
描海濱長廊上的二維碼，便可透過手機或平板電
腦，獲得附近地標建築物的資料，也可拍照製作專
屬電子名信片等。海港辦事處亦着重環保設計，將
在附近海濱擺放加水機和膠樽回收機，鼓勵市民自
備水樽和減少塑膠垃圾。
另外，沿長廊興建的四座公眾登岸梯級同步啟

用，建立水陸連繫，為未來活化維港的水體增添更
多的可行性。
擬於2021年年初完工的第二階段工程會增加更多

設施，包括兒童遊樂空間、遮蔭座椅、草地小徑及
觀景小山丘等。土木工程拓展署來年亦會在會展以
西開展興建園景平台的工程，把海濱長廊與灣仔港
灣道一帶現有行人天橋網絡連接，讓公眾更直接方
便由灣仔內陸前往海濱。
這些發展將令中環、金鐘、灣仔一帶的海濱更具

活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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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維港4.5公里海濱長廊「任我行」

每個膠袋徵收5毫的
政策已實施10年，環境
局局長黃錦星透露，明
年政府將就膠袋稅展開
檢討，研究範圍包括膠

袋收費水平有否調整空間，他指出周邊地區
也將推行類似政策，例如澳門每個膠袋收費
1元；同時外國漸收緊膠袋稅政策，黃錦星
特別提出，目前不少港人買麵包時濫用免費
膠袋的情況，需否收緊膠袋稅豁免範圍？是
政策檢討範圍之一，但他強調政府現階段無
前設，要與民間共同商議。
黃錦星表示，現時每個膠袋徵收5毫的政

策已有10年歷史，有一定作用，「但(徵費
水平)有否提升空間？我們的周邊地方如澳
門將推展相關政策，以1元一個膠袋作起
步。」
他指出，香港膠袋徵費情況相對複雜，

需要與市民商議達成共識。
另外，明年也會檢討膠袋徵費的豁免範

圍，黃錦星認為這方面的討論空間更大，
「現在我們看到有些人買幾個麵包用多個膠
袋，這些情況在外國有收緊之勢，一方面收
緊不會太影響市民的購物習慣，同時做到減
廢走塑效果，政府都會考慮。」
他又表示，看到全球包括亞洲主要城
市，如韓國，膠袋稅豁免範圍均比香港嚴
謹，「有些購買物品是否應該如此寬鬆讓大
家免費取袋，這兩方面是我們主要的與民共
議範疇。」
同時，政府將探討離島小輪如何結合新

能源環保船隻，及維港小輪是否有更大機會
用純電動船隻科技，希望在數年有進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7名市
民早前在深水埗「大師傅」進食海南
雞飯後，先後出現上吐下瀉等病徵，
當中6人求醫，兩人需入院治理，現
已出院。其中兩名受感染市民的大便
樣本經化驗後，證實對副溶血性弧菌
呈陽性反應。
衛生防護中心已通知食環署有關事
故，並正跟進調查這宗食物中毒個
案。
首宗食物中毒個案涉及兩男3女，年

齡介乎9歲至42歲，他們於10月12日
到位於深水埗「大師傅」午膳進食海南
雞飯，約9小時至17小時後出現腹痛、
嘔吐、腹瀉及發燒等病徵。4人曾到醫
院求診，其中9歲女童曾到明愛醫院急
症室求診，並要入院治療。
第二宗食物中毒個案涉及兩名病
人，他們分別是11歲及17歲的青年，
於10月13日到「大師傅」午膳，同樣

進食海南雞飯約11小時至12小時後出
現類似病徵，當中17歲青年曾到聖德
肋撒醫院急症室求診，亦須入院治療，
另一人則曾向私家醫生或醫院求診。
衛生防護中心指，涉事7人情況穩
定，其中兩名受影響人士的大便樣本
經化驗後，證實對副溶血性弧菌呈陽
性反應。中心呼籲市民保持個人、食
物及環境衛生，預防經由食物傳播的
疾病，光顧可靠及有牌照的食肆；避
免進食生的海產；小心選擇冷盤，包
括自助餐的刺身、壽司及生蠔；進食
火鍋或燒烤時，確保食物已徹底煮熟
才進食；在烹食過程中，小心處理並
要徹底分開生和熟的食物；使用兩套
筷子及用具分開處理生及熟的食物；
不要光顧無牌食物檔；飲用經煮沸的
水；不要嘗試使用鹽、醋、酒及日本
芥末殺菌，因為均沒有殺菌效用；及
進食前及如廁後要洗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由上周
日（13日）至上周五(19日)期間，衛生
防護中心錄得3宗社區感染的退伍軍人
病個案，包括：一名96歲男病人，他
有長期病患，居於南區淺水灣道19A—
19D號海峰園D座；一名45歲男病人，
他過往健康良好，居於元朗錦田路183
號四季名園；及一名55歲男病人，他
有長期病患，居於九龍灣牛頭角道77
號淘大花園B座。
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說：「署方正展

開流行病學調查，以找出可能的感染源
頭、高風險接觸因素和是否出現群組個
案。」截至上周五(19日)，今年錄得90
宗退伍軍人病個案；去年及2017年全
年則分別有105宗及72宗。
中心發言人說：「男士、50歲以上人

士、吸煙人士、酗酒人士和免疫力弱的
人士均較易感染退伍軍人病。另外，有
些情況也可能增加患病風險，包括供水

系統保養欠佳導致積水儲存、居所使用
舊式供水系統或附近設有冷卻水塔或噴
水池、使用電熱水器、按摩池或溫泉，
以及近期曾到酒店或船隻。」
退伍軍人桿菌可存在於多種環境，尤

其適合在攝氏20度至 45度的溫水生
長。它可存活在不同水源環境，如水
缸、冷熱水系統、冷卻水塔、按摩池、
噴水池和家居呼吸道醫療器材等。
病人有機會因吸入人工製水系統釋

出受污染的水點和霧氣而受感染。在
處理花園土壤、堆肥和培養土時亦可
能感染。
市民應注意個人衛生；不要吸煙和避

免飲酒；定期或按製造商建議的次數，
為水龍頭及花灑頭的隔濾器進行檢查、
清潔、除垢及消毒；如果食水系統保養
妥善，毋須安裝家庭式濾水器。
由於濾水器容易堵塞而滋生微生物，

故不建議使用。

食「大師傅」海南雞飯 7人屙嘔兩入院 退軍病錄得3宗社區感染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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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在上水符興街被劫店舖調查。

■市民可於新的海濱長廊眺望中環及尖沙咀一帶。

■新的海濱長廊將石塘咀至灣仔全長約4.5公里的海濱駁通，成為維多利亞港兩岸目前最長的海濱長廊。

■市民歇息時也可同時感受本地年輕設計師的創意。

■安泰微型工作室創作的微型藝術裝置。

■政府明年將檢討膠袋稅收費水平。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