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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總網上賀新春 祝願香港和諧安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中華總商會
首長昨日透過網上視頻恭賀虎年新春及元宵佳
節，並邀請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特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等主要嘉賓向香港各界送上新春祝
賀。林鄭月娥通過視頻表示，期望大家與特區政
府繼續同心抗疫，攜手促進香港經濟保持健康增
長。

梁振英在視頻中表示，過去一年，香港在疫情
下面對不少挑戰，也掌握到不少機遇，感謝中總
與各界朋友為香港及國家發展所付出的努力與擔
當。
他盼望在新一年，香港萬象更新，在中總的推
動下，香港各行各業大展宏圖，更積極主動用好
內地發展的無限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梁振英：盼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林鄭月娥：望恢復正常人員往來

林鄭月娥指出，在頒布落實香港國安法和完善
特區選舉制度的雙重保障下，香港特區已回到
「一國兩制」正確軌道，踏上由治及興的新階
段。她期望大家與特區政府繼續同心抗疫，攜手
促進香港經濟保持健康增長，亦期望香港與內地
以至世界各地有序恢復正常人員和商貿往來。
她說，中總一直是連繫工商界和政府的橋樑，
深信中總會繼續發揮此重要角色，凝聚業界對香

港的信心和希望，並與特區政府共慶回歸，迎接
更美好未來。

袁武：願社會百業興旺
中總會長袁武表示，過去一年，在國家大力支
持和香港各界的努力下，香港社會逐漸回到正
軌，經濟穩步發展。他祝願新一年香港社會和諧
安寧，百業興旺，家家戶戶平安健康。

操守議會臨收檔謀放生黃師
接投訴兩年半零進展 竟致電事主建議撤銷指控
肩負教師操守把關責任的「教育人
員專業操守議會」被揭長年不作為，
至上月教育局宣布，議會將在今年 5 月 1 日
結束；而即使收檔在即，該會仍然繼續推搪
處理教師失德個案。有曾向議會投訴「黃
師」但兩年半來幾乎毫無進展的市民向香港
文匯報反映，前日收到議會職員來電，稱議
會正處理積壓個案，並「建議」他「由零開
始」重新向教育局投訴，或直接自行撤銷指
控。投訴人質疑議會做法涉程序不公，甚至
有意「放生」失德教師，認為教育局應馬上
接管議會，「不能再讓他們弄權！」
◆ 仇警「黃師」賴得鐘備受各方抨擊。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年修例風波，數以千計青少年遭失德「黃
2019師」洗腦，走上街頭並違法被捕，亦令社

會對教師專業操守的關注程度大大提升，惟操守議會
卻一直未有發揮應有功能，經檢視後教育局決定議會
至今年 5 月結束。黑暴期間，通識科教師賴得鐘因在網
上發表「黑警死全家」言論，而備受各方抨擊，香港
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傅健慈因而於 2019 年 7 月向操
守議會投訴，惟議會遲遲未有處理個案，更以疫情等
理由諸多推搪。
傅健慈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其後他在 2020 年 11
月 20 日終於收到議會掛號信，當中提到其投訴的 11 個
項目中有 6 項會立案跟進，惟之後一直未有跟進消息；
直至前日下午，他收到操守議會職員「蔡小姐」來

電，指該會將於今年 5 月 1 日結束運作，針對已經立案
的個案，議會「建議」三種跟進方式。
傅健慈引述「蔡小姐」的對話內容指，議會「建議」
當事人將個案及投訴材料轉交教育局，親自向局方重新
作出投訴；其次，由於議會正逐步處理積壓個案，投訴
人可選擇等待至4月30日，屆時再作決定；第三，投訴
人可以考慮撤銷對於失德教師的所有指控。

傅健慈促教局介入跟進
傅健慈質疑，建議他撤銷指控的做法甚至有妨礙司
法之嫌，該名「蔡小姐」自稱受上司指示而向投訴人
作出上述「建議」，「但當我查詢對方上司是誰，對
方卻堅拒提供姓名。」

冷凍溶脂想瘦身 消委揭難有效減重

◆ 消委會研究發現
「冷凍溶脂」
不能有效減重。
消委會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愛美是人的天性，不少
「貪靚一族」大灑金錢接受纖體或塑身療程，「冷凍溶
脂」更成為新興的瘦身服務。消委會的研究卻發現，「冷
凍溶脂」只能用以局部減脂而不能有效減重，且不適合癡
肥等人士；部分美容院缺乏量化的成效評估數據，甚至僅
稱客人「自己會感覺得到效果」。消委會同時批評市面上
一些醫療中心或美容院窺準消費者缺乏對疣患的認識，誇
大誤導其嚴重性，繼而誘使消費者購買逾萬元的療程，但
最終治療效果欠理想。
消委會派員到訪 7 間提供「冷凍溶脂」療程的美容院和
診所，發現收費介乎 4,900 元至 47,880 元不等，相差近 8.8
倍。部分美容院標榜「1 次程序可減約 27%脂肪」或「減
少治療部位的脂肪達27%」，卻同時以較細小的字體說明
所指的是「減少脂肪細胞」，而非整體脂肪量。
該會去年接獲 8 宗相關投訴，有投訴人在一間美容院以
11.8萬元購買27次針對腹部和腿部的「冷凍溶脂」服務，
完成 23 次後認為大腿未見消脂效果。過去亦曾有大學生
透支 7 萬元「卡數」，以購買多次「冷凍溶脂」療程卻無
任何效果，這兩名投訴人最終要求退款不果。消委會總幹
事黃鳳嫺指出，該 8 宗投訴當中，最嚴重是當中 3 名消費
者有被灼傷、麻痹及刺痛情況。
消委會亦批評，市面上一些醫療中心或美容院誇大疣患的嚴重
性，誘使市民購買逾萬元的療程。
有投訴人於 C 公司做美容按摩時，獲美容師告之面上有「粒
粒」，聲稱嚴重者會導致脫髮，若不處理會愈生愈多疣，甚至傳
染他人，成功游說投訴人購買價值 7.2 萬元的療程。
投訴人其後從皮膚科醫生朋友中得知，所謂的「粒粒」是疣，是
由病毒引起，脫疣不能消除體內病毒。投訴人質疑 C 公司誤導，加
上進行首兩次療程後面上留有黑色疤印，不敢再繼續療程，遂聯絡
消委會要求 C 公司退款，經調停後，投訴人最後接納將療程轉換成
其他服務。

資料圖片

對於操守議會所提供所謂「建議」，傅健慈直斥
「根本是不公平、不合理，背後的『話事人』隻手遮
天，有意包庇涉嫌觸犯教育專業守則的教師，試圖
『放生』他們！」他對於操守議會的做法感到失望及
憤怒，批評議會「不負責任、浪費公帑」，促請教育
局能夠介入跟進，「甚至應該馬上接管操守議會，不
能再讓他們弄權！」
雖然仇警「黃師」賴得鐘時隔兩年終於 2021 年 8 月
離職，但傅健慈重申，當日賴得鐘的言論「嚴重破壞
教育界的良好聲譽，令教育界蒙羞！」而且其鼓吹煽
動欺凌警察子女的文化，更涉嫌干犯《刑事罪行條
例》第 9、10 條的「發布或複印煽動意圖刊物罪」，敦
促執法部門考慮嚴正執法。

啟德河抗生素濃度超標易養惡菌

◆ 梁美儀（右）及團體成員賴榮盛（左）在
林村河採樣。
城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健文）藥
物是人類對抗疾病的重要手段，但過
量使用卻會造成環境污染。城市大學
團隊參與的全球藥物監測項目發現，
世界各地逾四分一河流中的藥物濃度
正構成潛在毒性風險，其中在香港，
啟德河和林村河分別錄得每公升約 1
萬及 2 千納克的總平均藥物濃度，成
為了全球第二十九及第七十污染最嚴
重的河流，前者的其中兩種抗生素濃
度更遠超安全值 1.3 倍及 5.5 倍，令
「超級細菌」更易出現威脅大眾生命
安全。負責學者建議應從立法、教育
以至污染源頭控制等不同方面，有效
減少化學物質排放，為地球創造更潔
淨的河流。
是次藥物監測研究涵蓋全球 137 個
國家或地區的 258 條河流，而香港採
樣的啟德河和林村河，於研究中污染
藥物嚴重程度分別排全球第二十九及
第七十名，情況值得關注。負責香港
部分的城大環境毒理及化學講座教授
梁美儀指，如只針對抗生素污染，兩
河分別排全球第二十和第七十五，其
中在啟德河的一個採樣點，檢測到
34 種不同藥物，是整個項目全球最
高紀錄，而且該處環丙沙星和克拉黴
素兩種抗生素濃度更遠超安全值 1.3
倍及 5.5 倍，對環境構成高風險水
平。梁美儀警告有關情況或激化細菌
對抗生素產生抗藥性，並演變成「超
級細菌」，威脅生命安全。

逾八成米製麵食含金屬污染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方便烹煮和被
認為較健康的米製麵食，包括米粉、米線與河粉
是不少消費者的日常主食。消委會抽樣測試市面
上 30 款米製麵食樣本，發現八成多（即 26 款）
含金屬污染物，幸含量未超標，正常食用下不會
對健康構成太大風險。另外，17款樣本檢測出的
營養素含量，與營養標籤標示值的差距超出食安
中心要求，一款乾金邊粉樣本的鈉含量與標示更
相差逾 41 倍。整體而言，每一份米粉的能量比
白飯低，但多食仍會「肥過食飯」。
是次檢測包括 30 款預先包裝米製麵食樣本，
包括乾米粉、乾河粉、乾米線、保鮮米線、乾金
邊粉和韓式麵食。以每 100 克計，價錢由 1.3 元
至 21 元不等，相差逾 15 倍。是次檢測只包括樣
本的麵食部分，不包括調味粉或醬汁。

有樣本鈉含量與標示值差 41 倍
是次檢測中，26款樣本檢出金屬污染物，分別
有24款檢出鎘、14款檢出鉻，以及9款檢出俗稱
「砒霜」的致癌物無機砷。消委會表示，進食過
多鎘或鉻分別可引致腎臟及腸胃等問題，無機砷

則具致癌性，惟各樣本
檢出的金屬污染物含量
不高，消費者正常食用
下，不會對健康構成太
大風險。
除 7 款樣本因為包裝
上的營養標籤包含了調
味粉或醬汁等配料而未
能 直 接 比 較 外， 餘 下
23 款樣本中，17 款樣
本所標示的營養素含量
與測試結果的差距不符
食安中心的要求，其中
「Bich Chi Tapioca ◆ 消委會發現多款米製麵食含金屬污染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ice sticks」乾金邊粉樣
2,000毫克鈉（即2克）。測試中只有兩款樣本標
本的鈉含量與標示值相差逾 41 倍，消費者可能
示添加鹽，其中一款更屬「高鈉」食品（每 100
因而在不知情下攝入較多的鈉，消委會已將有關
克含 723 毫克）。儘管其餘 28 款樣本未有標示添
樣本資料交予食安中心跟進。惟消委會指出，該
加鹽，當中25款更屬「低鈉」食品，惟樣本的鈉
17款樣本的總脂肪、飽和脂肪酸、蛋白質或糖的
含量差異頗大，以每100克計算，由0至422毫克
檢出量與標示值實際相差不大，檢出量亦不高。
不等。
另外，世界衞生組織建議成人每日應攝取少於

家務助理條款
「有鬼」煮飯竟不包買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新冠肺炎疫情
下「外傭荒」嚴重，不少家庭或會改為聘請家務
助理清潔家居及打理家務，以解燃眉之急。不
過，消費者委員會調查市面 12 間家務助理公司
發現，不少服務條款存在「魔鬼細則」，例如抹
窗，是指「抹內不抹外」、「煮食不包買餸」，
甚或需額外收費；而且只有不足一半的公司願意
披露家務助理是否已接種新冠疫苗，更只有兩間
容許消費者選擇已接種疫苗的家務助理。消委會
呼籲家務助理服務公司於疫情下應清楚說明防
疫、工作安排條款，並彈性處理客戶因面對疫情
的突發情況。
消委會去年底向共 23 間提供家務助理服務的
公司發出問卷，最終只有 11 間回覆並提供資

料。昨日公布的調查結果發現，每間公司涵蓋的
服務範圍都有差別，特別是一些涉及較危險及容
易跌倒的工作。例如有 3 間公司表明，其家務助
理不會清潔屋內較高位置，或進行任何需要攀爬
的工作；只有 5 間公司提供清潔水晶吊燈或抹天
花板的工作。
儘管 11 間公司提供抹內窗服務，但 6 間卻不會
提供抹外窗服務；另有公司會提供煮食服務，卻
不包括買餸。
調查顯示，每名家務助理單次服務的每小時收
費由 80 元至 160 元不等，亦有公司按工作範圍收
費。例如有公司列明，單次一般清潔收費為每 4
小時 500 元，若需提供連煮食服務，則每 4 小時
索價660元，即額外多收32%費用。

僅兩公司可選已打針助理
新冠疫情持續爆發下，消費者或特別關注提供
服務的家務助理是否已打疫苗。
不過調查顯示，只有 5 間公司透露，部分家務
助理已接種新冠疫苗，更只有「Lazy」和「一線
通管家易」表明可讓消費者選擇已打針的家務助
理。
香港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急升，不少市民需接受
強制檢測。調查發現，若家務助理要接受強檢，
只有 6 間公司會另外派員「頂班」或改期，其中
一間更容許消費者退回訂金；相反，若消費者被
強制檢測，只有 5 間公司提供改期服務，當中一
間更願免費取消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