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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酒佳餚巡禮下月開鑼
走入社區逾 400 餐廳酒吧享優惠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由旅發局主辦的 「香港美酒佳餚巡
禮」 將於 11 月 1 日至 30 日以全新面貌登場，並首度推出 「遊 『酒』 香港自
由行」 ，將活動帶入多個地區，涵蓋港九合共近 50 間餐廳酒吧參與。旅發
局總幹事程鼎一表示，因應現有防疫措施下，大型人群聚集活動未能容許
大家除下口罩飲食，但為了讓參與者盡興，故改在餐廳舉辦今次活動。

低至七折推限定精選餐單

食肆舉行解決除口罩問題

受疫情影響，旅發局的年度盛事 「香港美酒佳餚
巡禮」今年繼續以 「線上線下」形式舉行，將活動
帶入多區。其中首推 「遊 『酒』香港自由行」，共
有近 50 間餐廳酒吧參與，分布於中環、灣仔、尖沙
咀、堅尼地城，當中有一半食肆屬於 C 類或 D 類。
市民只須持品味通行證，便可到 4 大區的精選餐廳，
以優惠價品嘗期間限定的美酒小食。
巡禮亦推出 「美酒佳話 On-air」網上直播節目，
市民可預訂限量發售品酒套裝，與專家線上互動，
交流高階品酒知識和最新品酒潮流。活動期間亦推
出 「中菜大師發辦」、逾 400 間餐廳提供低至七折優
惠、以及與 60 間米芝蓮及得獎餐廳合作，推出期間
限定的精選餐單。

程鼎一表示，今次活動投資約 1500 萬元，本港現
時疫情控制情況理想，有信心活動能夠順利舉行。
他說，今次活動改以新形式舉行，是因應現有防疫
措施下，大型人群聚集活動未能容許大家除下口罩
飲食，但為了讓參與者盡興，故改在餐廳舉辦今次
活動。他解釋，若在中環海濱舉行，參加的商戶需
要在半年前落實，但疫情下不少商戶難以確認會參
加。
他希望，可乘政府派發電子消費券的氣氛，進
一步鼓勵市民到實體餐廳酒吧消費，持續推動本地
經濟，增加業界做生意機會。同時向內地及海外發
放正面信息，希望日後重啟旅遊後，吸引旅客率先
來港展開味覺之旅。

程鼎一（左）表示，疫情下改在餐廳舉辦今次活
動，參與者更能盡興。
記者 蔡啟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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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學員結業禮
全中式步操創先河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香港海關昨日
於海關學院以全中式升旗及步操舉行第 129 至 132 屆
督察暨第 475 至 478 屆關員基本訓練課程學員結業會
操，海關關長鄧以海擔任檢閱官，共有 64 名海關見
習督察和 72 名見習關員結業。
鄧以海致辭時表示，今次海關結業會操，全體人
員率先以全中式隊列步操進行，開創本港紀律部隊
結業會操的先河，意義重大，令人鼓舞。他感謝中
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為海關學員提供訓練，並指
紀律部隊中式步操充分體現國家情感，弘揚愛國情
操，彰顯民族情懷，展現特區紀律部隊應有的風
範。 「學好中式步操，使我們更好地融入國家體
系，豐富 『一國兩制』內容，除向社會傳遞正面信
息，更增添一道亮麗的愛國色彩。」
鄧以海談到，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海關已經將香
港國安法加入見習督察及關員的入職課程，讓學員
了解海關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的角色和責任，以更堅
定海關人員對作為紀律部隊成員的使命和責任感，
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品味通行證 250 元及 500 元

「智慧海關」配合大灣區發展

由 10 月 26 日起，市民可透過 「購票通 Cityline」購
買或增值品味通行證，分有 250 元入門品味證包含 5
張品味券、500 元標準品味證包含 10 張品味券、餐飲
及美酒優惠及 2 隻酒杯，增值品味券每張售 50 元。
首 100 名遊遍 20 間餐廳或酒吧的參加者，可獲贈品
酒套裝及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 「海洋光譜號」指定 4
晚航線 1000 元的 「抵用券」。

他續說，海關將銳意發展 「智慧海關」，積極配
合國家 「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和《十四五規劃綱要》等發展策略，積極
推展便利通關措施，促進跨境人流、物流，協助香
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以香港所長，貢獻國
家所需。

中大 5 生暴動等罪成囚 57 月至 59 月
【香港商報訊】香港中文大學 5 名學生前年參與
「示威」，早前被裁定暴動罪及違反禁蒙面法等罪罪
成，昨日在區域法院被判囚 4 年 9 個月至 4 年 11 個
月。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張潔宜判刑時稱，暴動屬嚴重
罪行，法庭必須對犯罪滋事者當頭棒喝，否則社會將
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5 名被告均為中大學生，符凱晴（21 歲）判囚 4 年
11 個 月 ， 其 餘 4 人 劉 晉 旭 （21 歲 ） 、 高 志 斌 （21
歲）、陳歷釋（18 歲）及許貽顓（20 歲）判囚 4 年 9
個月。
案情指，前年 11 月 11 日，中大環迴東路和 2 號橋
發生暴動， 「示威者」4 次以垃圾車作掩護，衝擊警
方防線，警方在第 4 次被衝擊後，才施放多發催淚彈
驅散，向前推進時拘捕 5 名被告。5 人同被控 1 項暴
動罪，也各被控 1 項在非法集結中使用蒙面物品罪。

此外，符凱晴及許貽顓被控 1 項管有攻擊性武器，或
其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符涉管有 1 個螺絲批
和 1 個金屬鎚頭，許則被指管有 1 個扳手。

法官斥掟汽油彈極危險
張官判刑時指，雖然沒有證據顯示本案被告於首 3
次衝擊警方防線時已在場，惟事件當時被廣泛媒體報
道，他們沒有可能不知道。儘管如此，眾被告依然穿
深色衣服、戴口罩到場，反映他們有意圖參與或者鼓
勵他人參與暴動。雖然 5 名被告只涉及第 4 次衝擊，
但本案暴動因不斷有人加入而得以維持近一個多小
時，故法庭量刑時不應只專注第 4 次衝擊。
張官又指，整個暴動歷時一個多小時， 「示威者」
共投擲 23 枚汽油彈，雖然本案涉及的第四次衝擊只
維持了 2 分鐘，惟該次衝擊中， 「示威者」強烈攻

擊，並掟了 5 枚汽油彈，導致濃煙四處，火光熊熊，
現場猶如控方所指稱的 「戰場」。法庭不能忽視汽油
彈對現場人士的安危構成風險。張官援引上訴庭案
例，認為暴動不能只考慮個人行為，而是整個群體做
的事。
綜合以上多項因素，張官認為即時監禁乃唯一判刑
選項。以 5 年監禁為量刑起點，雖然刑罰會對各被告
的學業及前途有影響，但他們必須為其行為負擔責
任。5 名被告均年輕、沒有案底，獲額外扣減 3 個月
刑期。至於各人另被控的在非法集結中使用蒙面物品
罪，張官判監禁 3 個月。次被告、第 5 被告許貽顓涉
管有攻擊性武器或其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則囚
6 個月。由於本案所有控罪均源於同一事件，張官批
准所有刑期同期執行，除了次被告符凱晴須服刑 4 年
11 個月外，另外 4 人的刑期均為 4 年 9 個月。

警檢值逾 20 億元疑走私凍肉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警方和食環署人
員前日展開聯合行動，在落馬洲搗破一個儲存凍肉的
貨櫃場，搜出約 5600 噸懷疑走私凍肉，包括豬牛肉和
內臟，部分沒有衛生證明書，總值逾 20 億元，行動中
拘捕 1 名男子，不排除貨櫃場與走私集團有關連，由
於凍肉數量龐大，食環署人員仍在點算中。

藏有冷凍功能貨櫃拘 1 黑漢

連健德(右二)、廖國偉(中)講述行動經過。

元朗警區刑事總督察連健德表示，早前警方接獲情
報，指有人涉嫌違反香港法例 132H 章《食物業規
例》中 「經營無牌凍房」，經深入調查後，在前日早
上突擊搜查米埔隴路一個佔地約 20 萬呎的貨櫃場，在
場內搜獲超過 200 個有冷凍功能的貨櫃，在該批 「凍
櫃」中發現載有多種不同種類的凍肉，食環署人員拘
捕貨櫃場姓黃男董事（34 歲），相信他有黑社會背

景，涉嫌 「經營無牌凍房」罪名。由於涉及的貨櫃數
量和凍肉種類眾多，食環署人員仍在進行檢查和點
算。
連健德指出，案中檢獲的 200 多個貨櫃，每個貨櫃
均載有 25 噸凍肉，總重量約 5600 噸，市值超過 20 億
元。其中約 70 噸凍肉沒有衛生證明書，包括豬扒、牛
肉、羊肉和內臟等，分別來自德國、智利和澳洲等國
家，雖然儲存溫度適當，但沒有衛生證明書的凍肉將
被銷毀。
連健德稱，涉案貨櫃場在本年 6 月 1 日開始經營，
相信凍肉沒有流出市面。而凍肉不排除與走私集團有
關，相信是疫情和封關導致不法之徒將凍肉暫時儲存
在貨櫃場，準備隨時出售或經走私渠道運到其他地
區，今次聯合行動已搗破一個較大規模經營凍肉的犯
罪團夥，現正調查凍肉的流向。

海關結業學員採用全中式步操舉行結業會操，以
「正步」 經過檢閱台。

中電免費充電
延長至明年底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中華電力（中
電）昨日宣布，為支持低碳駕駛，決定延長轄下電
動車充電站的免費充電服務至 2022 年底，以配合政
府推動電動車普及化的政策。

推動電動車普及化
中電總裁蔣東強表示，為應對氣候變化，中電致
力於 2050 年底前，實現整個價值鏈淨零溫室氣體排
放，支持本港實現碳中和目標。他說，推動綠色駕
駛是重要一環，中電會繼續支持電動車發展，鼓勵
更多駕駛人士選用電動車，配合政府於《香港電動
車普及化路線圖》所訂的長遠政策目標及計劃，中
電正積極與政府及私營界別合作研究電動公共交通
工具的試驗計劃，以推動本港邁向零碳之路。
目前，中華電力在九龍、新界和大嶼山主要地區
設有 54 個中速及快速的電動車充電站，合共提供
161 個充電器。此外，中電 「智易充 2.0」電動車充
電支援服務自去年 11 月推出至今，已接獲超過 420
份來自私人大廈業主及屋苑管理公司的申請，涵蓋
約 112000 個停車位。

做人先有德，孝為德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