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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發展辦成立 袁民忠任專員
香港文匯報訊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昨日宣布，特區政
府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正式成立，以加強推動和協
調特區政府有關大灣區建設的工作。政制局主任(特別職
務)袁民忠出任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
政制局發言人表示，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進一步改革開
放的重大發展戰略，也是香港在疫情後恢復經濟動力的
重點方向。通過進一步深化粵港澳合作，大灣區建設旨
在推動大灣區經濟協同發展，發揮三地互補優勢，建設
宜居、宜業、宜遊的國際一流灣區。
發言人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是特區政府與中
■袁民忠出任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 央、各省市、澳門特區政府等的主要聯繫單位。其主要
員。
資料圖片 工作包括：

促進交流 加強聯繫
加強特區政府就參與大灣區建設的內部協調及為行政
長官主持的粵港澳大灣區督導委員會提供秘書處支援；
促進與本地持份者的交流和合作，收集他們對推進大
灣區建設所提供的機遇及相關政策措施的意見；
加強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其它中央政府部委、廣東省政府、澳門特區政府及
大灣區主要城市的市政府及其所設的大灣區建設辦公室
等緊密聯繫；
以及透過策略性的宣傳推廣活動，加深社會各界對大
灣區建設的認識和為香港市民和企業帶來的重要機遇。

行政長官 2018 年施政報告宣布成立高層次的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督導委員會，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成員
包括所有司局長。督導委員會負責全面統籌香港特區
參與大灣區建設的事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設立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並委任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
員。
另據了解，袁民忠在1985年加入政府，曾在多個決策
局及部門出任，他於 2005 年 1 月至 2007 年 11 月期間出
任政府物流服務署副署長，於 2007 年 11 月至 2011 年 8
月期間出任發展局副秘書長（規劃及地政），並從 2011
年 9 月起被委派為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副主任，2015 年
起擔任政府產業署署長，去年1月加入政制局。

無牌大閘蟹疑經集運走私進港
店家堅稱來自太湖 惟今年兩湖蟹不外銷

又到進食大閘蟹的季節，但今年馳名的
太湖及陽澄湖大閘蟹仍只供在內地內銷，
香港蟹商只能從日、韓轉口江蘇洪澤湖等
地大閘蟹來港，換言之香港無法從合法途
經進口太湖及陽澄湖大閘蟹，惟香港文匯
報記者近日發現本港有集運商，疑在網購
貨品中摻雜鮮肉和自稱產自太湖或陽澄湖
的大閘蟹來港，再在港無牌出
售。這些大閘蟹和生肉未經檢

▲集運點店員向記者展示幾隻

疫，而且來歷不明，市民光顧

聲稱來自太湖的大閘蟹。
聲稱來自太湖的大閘蟹
。

及食用後隨時禍從口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兩地「控關」下，網購成為港人最常用的消費
模式，部分港人在內地電商訂購貨品後，會

將貨品集合再委託跨境集運商將貨品一併運抵香
港，但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這類集運方式，疑成為
另類走私渠道。
近日，位於深水埗一處地舖的集運商，在門
口張貼照片顯示內有自稱太湖大閘蟹、惠州走
地雞等出售。香港文匯報記者隨即入內向職員
詢問大閘蟹價格，對方隨即大讚大閘蟹很「搶
手」，「剩返最後 7 隻，全部都係蟹乸，60 蚊
一隻。」記者要求看實物，職員便從雪櫃內拿
出一個膠袋，將載於膠袋內的大閘蟹逐一擺
出，向記者展示。當記者再三確認大閘蟹的重
量及產地時，職員仍堅稱，「係太湖嘅，每隻
有四両重。」
另一間同樣位於深水埗的店舖，原本售賣
各類服飾皮料產品，但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
該店兼售江蘇大閘蟹、貓山王榴槤等食品。
記者隨即向店員詢問行情，對方表示現貨已

■一間服飾皮料店兼營大閘蟹及榴槤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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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罄 ， 訂 貨 需 提 前 一 天 ， 每 日 中 午 12 點 截
單。價格方面，三両半至四両重的蟹乸預訂
價為 88 元一隻。記者又再詢問產地，「是不
是太湖的？還是陽澄湖的？」對方不置可
否，只不斷重複說：「係江蘇嘅。」
據一名香港蟹商透露，雖然陽澄湖及太湖是
大閘蟹的出口基地，但今年兩湖的大閘蟹不會
外銷，「香港及其他地區不會買到循正當途經
入口的陽澄湖及太湖大閘蟹。」
他解釋，內地大閘蟹出口香港的衞生批文自
2016 年起暫停，至今未復售；但陽澄湖及太湖
以外的大閘蟹（例如江蘇洪澤湖大閘蟹等）獲
准外銷到日本及韓國等地，香港蟹商要從日韓
將大閘蟹轉運到港。

食環署：兩店無售賣許可證
「香港極其量只能品嚐到洪澤湖等地的大閘
蟹，但那間集運店卻自稱有太湖大閘蟹賣，我有
理由懷疑佢走私太湖大閘蟹入港，又或者將洪澤

湖或普通河蟹假冒太湖蟹賣。」至於服飾皮料店
所賣的大閘蟹，來歷更是不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放蛇的兩間商店，每隻大閘
蟹蟹乸的售價分別為 60 元至 88 元，售價均較
正常為低。有蟹商指出，一隻三両半至三両九
的江蘇大閘蟹(蟹乸)售價動輒 100 元，「今年疫
情增加運輸成本，每隻運輸費起碼 30 元，我哋
舖頭足四両重的蟹賣 140 元，如果賣 60 元隻，
真係唔使賺咩？」
食環署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證實，記者放蛇
的該兩間店舖均未領有大閘蟹售賣許可證。發言
人表示，入口香港的大閘蟹必須附有出口地有關
當局發出的衞生證明書，就銷售而言，相關經營
者須領有食環署簽發的介貝類水產動物（大閘
蟹）售賣許可證或相關書面准許。任何人無牌經
營食物，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 5
萬元及監禁6個月，另加每日罰款900元。
記者遂再佯裝市民向兩店訂購大閘蟹，對方竟改
口表示：「無貨」、「我哋唔賣大閘蟹。」

升小自收生成功率 2011年來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明年 9 月入學
的小一自行分配學位結果昨日揭曉，有家長陸
續前往學校查詢放榜結果。惟自行分配學額有
限，自然有人歡喜有人愁，有家長得知孩子獲
得傳統名校喇沙小學取錄，難掩雀躍之情；但
亦有家長因結果未盡人意而落寞離去。
教育局最新資料顯示，本年度有 49,749 名學
童申請官津小一自行分配學位，當中 46.4%即
23,107 人獲派學位，比率是 2011 年以來最高。
在獲取錄者中，屬於有兄/姊在讀或父/母在職
的「世襲生」共有 12,965 人，其餘 10,142 人則
屬按「計分辦法準則」分配類別。
多所學校均有透過網頁發放自行學位結
果，親身前往查閱小一自行結果的家長未算
太踴躍。其中提供 90 個自行學額的喇沙小
學，昨晨 8 時許有家長陸續到校查詢結果，
當中有家長不斷查看學校於壁報板貼上的錄
取名單，疑因孩子沒被取錄而匆匆離開，一

臉惆悵。
本身是喇沙舊生的任先生特意到校查看結
果。他表示，兒子在此階段有 25 分，但始終學
額競爭激烈，得知其獲錄取終於鬆一口氣，心情
亦相當高興。他坦言，喇沙「校風好、環境
好」，對於選校沒有特別策略，「最重要抱有平
常心，慢慢等孩子成長，這也算是必經之路」。
任先生提到，孩子學習應在校園進行，
讓他們感受群體生活；但疫情令學習變得
困難，唯有請補習教師為孩子追回主科進
度；同時亦有為孩子報名參加數項運動
班。
另外，亦有舊生家長對孩子能入讀母校而
感到高興及幸運，「雖然網上已經查了結
果，但仍想到現場確認結果」。他表示，今
年學習進度受到疫情影響，作為家長只能盡 ■明年 9 月入學的小一自行分配學位結果昨日
量配合，讓孩子在沒有大壓力的情況下跟上 揭曉
揭曉，
，有家長陸續前往學校查詢放榜結果
有家長陸續前往學校查詢放榜結果。
。
原有學習進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職訓局開逾 140 課程 周五起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職業訓練局
(VTC)昨日宣布，將於新學年開辦超過 140 項全
日制學士學位、高級文憑、基礎課程文憑、職
專文憑和文憑課程，提供超過 1.4 萬個學額，適
合中六學生報讀。課程由本月 27 日(星期五)起
至明年2月28日(星期日)接受學生網上報名。
新學年，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香港知
專 設 計 學 院 (HKDI) 和 國 際 廚 藝 學 院 (ICI) 等

VTC 院 校 成 員 將 開 設 約 100 項 高 級 文 憑 課
程。校方指，為提升學生的數碼技能，所有
高級文憑課程學生均須修讀資訊科技精要單
元，校方會為不同學科的學生提供數碼技能
培訓，例如近年開設的「智慧生活」專為設
計及工程學科學生而設，教授物聯網應用、
大數據、人工智能、擴增實境、虛擬實境等
知識和應用。

至於學士課程，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HEi)將開辦約 20 項「專業為本」學士學位課
程，當中包括獲政府納入「指定專業/界別課程
資助計劃」課程，獲取錄的同學可獲每年
44,100元或76,800元學費資助，學生可於下月9
日或之前透過JUPAS報名。
IVE、HKDI、ICI 及 THEi 將於本月 27 日及
28 日舉辦網上資訊日，同學可透過即時問答了
解最新升學資訊。招生處熱線為 28976111，同
學亦可瀏覽網頁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了解詳情。

◀記者放蛇發現
記者放蛇發現，
，有商戶聲稱 ■集運點無牌兼營冰鮮家禽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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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雞有鵝也有鴨 全生無熟亦無牌
被香港文匯報記
者放蛇的一間集運
店除了出售來歷不
明的大閘蟹外，還同
時涉嫌無牌經營冰鮮
肉。該店舖門口張貼的廣告除大
閘蟹外，還有惠州走地雞、惠州
走地鴨、惠州走地鵝等。記者遂
問有關家禽是否為半熟或全熟家
禽，對方回答稱：「我哋唔做熟
嘅，全部係生嘅。」
但放蛇當日，該店的走地雞全部
已被預訂，「除咗7隻大閘蟹現貨，
其他全部要提早訂貨，三日到貨。」
記者又詢問是否有價目表，店員稱
沒有，但隨即打開雪櫃向記者展示

$

冰鮮走地雞，「呢個大隻雞190蚊，
呢啲就130蚊，鵝就180元，羊肉
就150元1斤。」此外，該店同時
出售花生油、茶葉，「乜都有！」
據記者所見，這些冰鮮家禽僅用透
明膠袋包裝，見不到任何代理商或
農場字樣，店內亦無任何衞生許可
證明或相關牌照展示。
根據《食物業規例》，經營涉及
出售新鮮、冷凍或冷藏牛肉、羊肉、
豬肉、爬蟲（包括活的爬蟲）、魚
（包括活魚）或家禽（包括活家禽）
的食物業，必須領有新鮮糧食店牌
照。而經食環署證實，該處所未有
領取新鮮糧食店牌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製測腦波頭盔
港生國際賽摘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
酷熱天氣可以引發中暑或熱衰
竭，有中學生關注戶外工作者的
健康問題，特別設計出可量度人
體腦電波的「護體頭盔」。該發
明品透過檢測不同的腦電波，判
斷使用者會否出現昏迷、癲癇或
高血壓等危機，一有異常即會發
出警告，可減少工人因中風或其
他隱性疾病而死亡的機會。項目
已獲多個獎項肯定，包括於上周
代表本港參加由印尼青年科學家
協會（IYSA）舉辦的國際科學及
發 明 品 大 賽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Invention Fair ， 簡 稱
ISIF) 中 勇 奪 中 學 組 科 技 類 銀
獎。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中四
級學生何子健和劉鎧安，憑自行
研發的電腦系統「護體頭盔」，
在近日舉行的國際科學及發明品
大賽中奪得國際銀獎，該比賽由
香港學生與 400 支來自 30 個國家
或地區的隊伍爭奪各項殊榮。有
關發明早前亦勇奪青年科技專才
展覽及比賽（YPEC 2020）的中
學組亞軍、「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2020」亞軍等。
「這個發明的意念源於之前看
到新聞，香港曾有戶外工作的工
人因中暑身亡，因此希望有發明

■何子健（左）及劉鎧安（右）奪得
國際賽銀獎。
受訪者供圖
品可及早得悉他們不適。」何子
健分享表示，「護體頭盔」設有
腦電波傳感器，可偵測使用者的
「Delta」 、 「Gamma」 、 「Beta」腦電波。這些數據會透過藍牙
將信息傳送至手機應用程式，並
整合成昏迷值、癲癇症值及高血
壓指數，以了解用家的相關風險
情況。
他說，若有關數值高於或低於
預設，系統便會發出通知，以便
救護人員作實時監察；加上系統
設有定位功能，可按情況派員救
助。此外，系統亦可用作檢查工
作場所的溫度和濕度，並將信息
發送到相關的應用程式，計算中
暑風險，評估場所是否適合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