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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倡立例禁瘦精豬進口
港台進口豬肉數據有3倍差距 鄧家彪質疑秘密用於食物加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台灣自今年1月1日起開放進口含

有俗稱「瘦肉精」的萊克多巴胺的美

國豬肉，香港作為台灣豬肉及製品最

大出口地，對瘦肉精的管理卻存在諸

多漏洞。工聯會食品安全關注組發

現，台方資料顯示過去五年，有134

公噸冷凍豬肉從台灣進口香港，惟香

港貿易署數據顯示同期僅有45公噸入

口，存在3倍差距，香港食安中心更指

本港沒有從台灣進口任何冰鮮、新鮮

或冷藏肉類。關注組發言人鄧家彪昨

日在記者會上質問：「事件令人質疑

（台灣瘦精豬）是否已秘密用於食物

加工或直供食肆，香港食安中心一直

未有監察？」關注組又批評特區政府

對瘦肉精的法例規管過於寬鬆，促請

政府跟隨國家及歐盟標準，禁止含

「瘦肉精」的肉類進口。

乙類促效劑「萊
克多巴胺」是著名
的瘦肉精之一。瘦
肉精最早被用於治
療支氣管哮喘等呼吸

道疾病，後因效果欠佳停止臨床用藥
開發。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有美國
企業發現高於正常劑量5倍至10倍的
瘦肉精，可加快動物脂肪分解及蛋白
質合成，增加瘦肉比例，此後瘦肉精

便作為動物肥育期飼料添加物使用。
瘦肉精在不少地區被視為禁藥，

因為它極易通過飼料在動物內臟和
肌肉中殘留，無法被一般烹飪方式
破壞，亞洲人有食用內臟習慣，潛
在風險更高。
《中國質量報》引述專家意見，

指攝入過量瘦肉精，人體會出現不
同程度的中毒反應，包括出現肌肉
震顫、四肢麻痹、心動過速、心律

失常、腹痛、肌肉疼痛、噁心眩暈
等症狀，嚴重者可引發高血壓、心
臟病甚至死亡。
有專家指，瘦肉精對人體產生的

影響是全身性，長期低劑量接觸，
不僅會影響生殖能力、提高癌症轉
移風險，加重思覺失調症等精神疾
病，美國更曾出現孕婦食用瘦肉
精，胎兒出生後患自閉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
名34歲女子因兩度違反《外國地
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第
599E章），前日(9日)於九龍城裁
判法院就兩項罪行，各被判處即時
監禁10天並同期執行。
涉案女子早前獲發強制檢疫
令，訂明必須在酒店接受強制檢
疫 14 日。但在檢疫令尚未屆滿
前，女子在無合理辯解及未取得
獲授權人員許可下，分別於去年9
月15日離開其檢疫地點，以及同
年9月16日的突擊檢查中被發現
脫下手環，被控違反相關規例。
衞生署發言人指，有關判刑可
給予社會非常清晰的信息，指出
違反檢疫令屬刑事罪行，政府對
違反規例的人絕不容忍，並嚴正
提醒公眾應遵守規例。截至昨日
為止，共有121人已因違反檢疫
令被法庭定罪，被判即時監禁最
多14星期或罰款最高15,000元不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疫
情持續反覆，隨時爆發第五波，警方前日
「小周末」繼續展開全港性嚴打工廈娛樂
場所「犯聚」行為，分別於新蒲崗、觀
塘、灣仔及屯門區搜查違規派對房間、無
牌酒吧及非法賭場，最少80多人被拘捕
或票控違反「限聚令」。警方再次呼籲市
民，嚴格遵守相關法例及做好防疫措施。
警方前晚於東九龍區展開代號「勇爵」

反罪惡行動，巡查區內屬於「犯聚重災
區」的娛樂場所，分別在新蒲崗彩虹道
202號至204號、觀塘偉業街146號及厲
業街46號三幢工廈，合共搗破三間違規
經營的派對房間，拘捕兩男1女負責人，
涉嫌違反「限業令」，另三間派對房間內
合共32男 18女顧客，涉嫌違反「限聚
令」，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昨日凌晨約2時30分，屯門警區人員展
開代號「凌厲」反三合會行動，根據情報
搜查屯門新合里一工廈目標單位，搗破一
個約3,000呎並設有天台飲酒區的無牌酒
吧及非法賭場，拘捕50歲場地男負責
人，涉嫌無牌售賣酒類飲品、 經營非法
賭博場所及違反「限業令」等罪名。場所
內6男3女顧客涉嫌在沒有領取酒牌的處
所飲酒、在賭博場所內賭博及違反「限聚
令」被捕。
在港島區方面，前晚灣仔分區特遣隊

聯同機動部隊巡查告士打道一幢大廈
時，發現一間處所違規提供卡拉OK及
酒類飲品服務，拘捕涉嫌違反「限業
令」的38歲男負責人，另9男9女顧客則
涉嫌違反「限聚令」被發出定額罰款通
知書。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大學北京中
心開幕儀式9日在北京亞洲金融中
心舉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
京辦事處主任梁志仁、亞洲基礎建
設投資銀行首席經濟學家Erik Ber-
glof、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
民、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沈海
鵬、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
馬力等150多名港大各學院校友代
表，MBA、DBA等學員及嘉賓出
席了開幕儀式。
在開幕儀式上，香港大學校長張

翔發表寄語，期望香港大學北京中
心作為京港兩地的「橋頭堡」，秉
承嚴謹的科學態度，格物創新的學
術精神，積極連接內地與香港，努
力打造跨界、全球化視野的創新學
習平台。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蔡洪濱表

示，香港大學北京中心的建立具有
積極的示範作用和意義，必將為香

港與內地學術交流與合作賦能助
力；王振民從法律角度解讀如何用
好「一國兩制」的優勢融入國家發
展的大局；Erik Berglof分享了亞投
行這樣的國際機構如何在國際化進
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亞投行如何支
持促進亞洲的包容、可持續發展和
經濟的發展，成功的全球合作離不
開各個國際機構的支持與協作。
開幕式外，沈海鵬還主持了兩場

研討會，激起了大家強烈的興趣。
香港大學北京中心的成立，是香

港大學面向未來發展的一個新的里
程碑。中心設立在亞投行總部所在
的亞洲金融大廈五層，將依託港大
經管學院豐富的教學資源與經驗，
為學員提供卓越的課堂體驗及前沿
的商業知識，學以致用、融會貫
通，讓學員可以在戰略布局的層面
上提高洞察力及適應力，在瞬息萬
變的商業環境中佔據前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全
球錄得16宗大鼠戊型肝炎個案，本
港佔其中15宗，惟現時未有準確的
診斷測試和疫苗預防。香港大學微
生物學系研究團隊成功研發出針對
大鼠戊型肝炎的抗體測試系統和疫
苗，抗體測試能分辨患者是感染一
般戊型肝炎，還是大鼠戊型肝炎，
相信數月後能普遍使用，針對大鼠
戊型肝炎病毒疫苗在動物模型中的
保護力高達100%。
大鼠戊型肝炎病毒經由黑家鼠和

溝鼠傳播，港大研究團隊發現，大
鼠戊型肝炎病毒與常規戊型肝炎變
種病毒中的結構蛋白有顯著差異，
遂與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公共衞生
化驗服務處合作，發現上述的蛋白
差異，大幅削弱現有的戊型肝炎抗
體和抗原檢測劑在人體檢測大鼠戊
型肝炎病毒的效用。

研究團隊利用大鼠戊型肝炎病毒
和常規戊型肝炎病毒的結構差異，
研發出一種抗體測試系統，不但能
診斷戊型肝炎病毒，也能準確區分
患者是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毒，還
是常規戊型肝炎病毒。

疫苗動物模型保護力達100%
研究團隊同時研發出一種針對大

鼠戊型肝炎病毒的疫苗，該疫苗在
動物模型中的保護力高達100%，將
來或可融入現有的戊型肝炎疫苗，
能一針預防不同戊型肝炎病毒。
團隊表示，是次研究成果對了解

大鼠戊型肝炎病毒的抗原性奠定了
方向和基礎，證明曾接觸常規戊型
肝炎變種病毒不一定能預防大鼠戊
型肝炎。這項研究報告將於肝臟疾
病領域的領先期刊《肝臟病學雜
誌》上出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港口一度是世界
第一港，海員的堅實支持功不可沒。回顧香港歷
史，海員群體不僅曾為經濟繁榮發揮作用，他們亦
參與省港大罷工等多項反帝反殖的革命鬥爭，見證
香港從小漁村變國際大都會，今年更是香港海員工
會成立一百周年，工會以「歷史記得光榮的海員」
為主題，製作一本圖文集並由鳳凰衛視拍攝一部相
關紀錄片，以珍貴的歷史照片，回顧海員與香港走
過的光輝歲月。
香港海員工會前身為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成立
於1921年3月6日。工會一直堅持愛國，反帝反殖，
維護海員權益，曾三次遭港英政府封閉。上世紀二十
年代，工會組織發動了香港海員大罷工，亦參與了影
響深遠的省港大罷工；1937年，工會曾組織一批海
員和洋務工人在廣東惠陽展開東江敵後抗日游擊戰。
今年是香港海員工會成立一百周年，為記錄上述光

輝事跡，工會邀請鳳凰衛視拍攝《歷史記得光榮的海
員─香港海員工會百年紀事》紀錄片，並製作同主題
圖文集。有關紀錄片將於5月1日在鳳凰衛視中文台
晚上9時40分首次公開播放。

張建宗譚耀宗梁建吳秋北出席發布會
工會昨日舉行「紀錄片首映禮暨圖文集新書發布
會」，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中
聯辦社工部部長梁建、工聯會會長吳秋北等出席儀
式。
張建宗致辭時表示，工會多年來致力凝聚海員力
量，維護海員權益。過去一年因應疫情，海員工作出
現困難，工會亦會作出協調，為海員排難解憂。他指
出，貿易及物流業是香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當中以
海運尤為重要。隨着國家「十四五」規劃通過，配合
國家的發展方向，會為香港航運發展帶來無限機遇。
吳秋北致辭時表示，海員工會歷史悠久，有優良革

命傳統，當年華人海員待遇低人一等是靠工會組織鬥
爭，自行爭取權益；如今香港面臨的深層社會問題，
如貧富不均等，亦需要工會組織不斷為工人發聲爭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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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續嚴打「犯聚」
拘捕票控82人

港大研發大鼠戊肝測試疫苗

張翔冀港大北京中心成兩地「橋頭堡」海員工會圖文影片見證百年史

攝入過量瘦肉精可致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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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目前跟從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容許
牛、豬的肌肉、肝和腎的瘦肉精最高殘餘限

量，分別為每公斤10、40和90微克，而內地與歐
盟則「零容忍」，完全禁止含瘦肉精的肉類入
口。
鄧家彪在昨日的記者會上表示，工聯會食品安
全關注組向香港食物安全中心查詢，中心強調香
港沒有從台灣進口任何冰鮮、新鮮或冷藏肉類，
現時更沒有內地及本港以外的活豬供應。關注組
遂核對台灣出口貨物資料與香港進口貨物資料，
均存在台灣冷藏豬肉及非種用活豬進口香港的記
錄。
以冷凍豬肉為例，2016年至2020年間，台灣資

料顯示當地共出口134公噸冷凍豬肉來港，但香
港貿易署數據顯示同期僅有45公噸入口，存在3
倍差距，「事件令人質疑（台灣瘦精豬）是否已
秘密用於食物加工或直供食肆，香港食安中心一
直未有監察？」鄧家彪說。

鄧憂台商向港出口瘦精豬
目前，台灣本地豬肉批發價為每公斤105元新

台幣，美國豬肉售價更低，每公斤77元新台幣，
鄧家彪擔憂，實施大量採購後，或有台灣商家為
增加利潤，向港出口含瘦肉精的豬肉。
是次調查亦發現部分豬肉食品存在標示不清的

情況，鄧家彪表示，部分標籤產地為台灣的豬肉
食品，並沒有清楚表示所使用豬肉來源地，令人
擔心在不知不覺間，瘦精豬加工製品流入香港，
「消費者唔知自己食緊咩，所謂台灣製造的食
品，其原材料是否真的來自台灣？」

陸頌雄促跟從內地標準
針對本港對瘦肉精的規管明顯寬鬆，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陸頌雄在記者會上促請特區政府跟從內
地標準，嚴禁含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及產品流入
香港。
他同時促請政府盡快立例，要求所有肉類加工

食品，需在包裝上列明產品使用的肉類來源，增
強消費者知情權，並在進口、批發及零售三個層
面加強抽查。由於是次調查發現台灣豬肉製品多
於網絡銷售，建議政府加強規範網購平台，保障
消費者權益。

●香港大學北京中心開幕儀式9日在北京亞洲金融中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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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員工會舉辦海員工會舉辦「「紀錄片首映禮暨圖文集新書發布會紀錄片首映禮暨圖文集新書發布會」」慶百年華誕慶百年華誕。。

◀工聯會促政府禁含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及
產品進口本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食安中心回應稱，本港沒有從台灣進口任何
冰鮮、新鮮或冷藏肉類。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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