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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委會：魚蛋平均含鈉最高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
恒報道：消費者委員會昨日
表示，早前選購24款預先
包裝和36款非預先包裝肉
丸進行測試，當中有20個
樣本為牛丸（牛肉丸和牛筋

丸），10款是貢丸、魚蛋、墨魚丸和龍蝦丸。經基因
測試後，14款牛丸和6款牛筋丸樣本中，當中只有3
款及4款驗出100%牛佔的肉類動物基因，有六成半樣
本同時驗出豬或雞基因，其中8款樣本的牛基因少於
豬和雞基因。 「權記雲吞麵」 特級牛丸牛基因最低，
只有13%，餘下為雞基因。

刀割警員頸部
男生囚93個月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2019年修例風波
期間，一名中學生在觀塘港鐵站外以刀刺傷一名警員
頸部，導致警員永久性聲帶受損，被起訴企圖謀殺和
交替的蓄意傷人罪。被告早前承認蓄意傷人罪，案件
昨日在高等法院宣判。法官陳慶偉昨指，本案罪行性
質嚴重，因控罪背後指稱的動機堪比謀殺，雖然被告
隨機挑選事主犯案，但必然早有預謀，且案發時被告
無受挑釁屬加刑因素。法官信納被告有真誠悔意，並
寄語被告在服刑期間充實自己，考慮各項因素後判被
告監禁7年9個月。

法官指有預謀罪行堪比謀殺
本案被告許添力，案發時就讀中六。控方指出，

2019年10月13日下午5時半左右，約30名軍裝警員接
報到場了解觀塘港鐵站A出口塗鴉。警方5分鐘後調
查完畢收隊，被告突然從右邊衝前，以刀類鋒利物件
刺向一名警員頸部，被告隨後被制服並被捕。受傷警
員被送往醫院治理，頸部傷口長約3.5厘米，部分咽喉
管被刺中，專家估計兇器刀鋒約長2.5厘米。

法官判刑時指，本案控罪性質極為嚴重，最高可以
判囚終身，因控罪背後指稱的動機足以與謀殺相提並
論，故對於被告原被控意圖謀殺罪並不意外。法官
指，警方當時正在退回商場，過程中與 「示威者」並
無對峙或衝突，被告行兇時沒有受到挑釁，此乃加刑
因素。法庭多次強調必須保護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員，
而本案施襲中，若事主受傷位置有一厘米的偏差便可
切斷大動脈，沒有及時處理傷口的話，死亡率高達百
分之百，被告刺向對方最脆弱的身體部位，暴力程度
相當高。

龍蝦丸全部無龍蝦
消委會測試亦發現，10款龍蝦丸都沒有龍蝦肉或龍蝦

所屬的甲殼類動物基因，部分龍蝦丸在成分表標示的第
一種配料為 「龍蝦」，另有兩款名稱上採用 「龍蝦味
丸」或 「仿龍蝦丸」。至於10款墨魚丸有3款全是墨魚
基因、6款驗出魷魚基因比例較高，佔55%至95%不等，
10款魚蛋皆檢出魚基因。消委會已把有關測試結果轉交
海關參考，研究是否有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在60款測試肉丸樣本中，七成半是高鈉食物，當中

魚蛋的平均鈉含量最高，即每100克達814毫克，假
如進食1碗有5粒魚蛋的魚蛋粉、湯底有1080毫克鈉
含量，再加上魚蛋鈉含量有819毫克就達致鈉全日攝
取量101%，故市民不應再加豉油及要注意鈉含量。此
外，成年人如在吃火鍋時進食有關肉丸，再加上豉油
後，便隨時超標。

德昌魚蛋粉魚蛋甲基汞最高
是次測試更發現有肉丸含重金屬污染，當中30款海

產類肉丸都檢出汞或甲基汞，而 「德昌魚蛋粉」的魚

蛋驗出最高甲基汞，即每公斤0.26毫克，3款墨魚丸
更同時驗出汞和甲基汞、9款肉丸則檢出防腐劑山梨
酸、苯甲酸和亞硝酸鈉。 「潮樂潮州魚蛋牛雜專家」
手打牛丸亦驗出最高山梨酸，即每公斤303毫克，根
據食物內防腐劑規例，不准許牛丸使用山梨酸作為防
腐劑。消委會已把相關結果轉交食物安全中心跟進。

消委會提醒，消費者進食肉丸要適可而止，海產類肉
丸有較大機會受重金屬污染，想生育婦女要更加小心。
基因測試發現部分肉丸可能滲雜其他肉類，有宗教信仰
人士要看清楚和問清楚牛丸是否只含有牛肉基因。

消委會檢測共60款不同類型肉丸樣本，揭部分肉丸驗不出其聲稱的肉類的基因。

六成半牛丸含豬雞基因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消費者委員會
早前從市面上 47 種咖啡樣本中檢測出致癌物丙烯
胺，以即溶咖啡粉的含量較高。消委會提醒消費者

注意咖啡的飲用量和頻密
程度。

即溶咖啡粉
含量較高

消委會共測試市面上49
款不同種類的咖啡產品，
包括 10 款咖啡豆、9 款咖
啡膠囊、16款咖啡粉和14
款即溶咖啡粉，從當中47
款樣本中檢出基因致癌物
丙烯胺，以即溶咖啡粉
的含量較高。丙烯胺是

一種基因致癌物和神經毒性物質，現時香港法例未
規定丙烯胺在食物中的標準。測試結果顯示，全
部樣本的丙烯胺含量都符合歐盟訂立的基準水

平，但測試結果發現同類型咖啡產品丙烯胺含量
的差異最多可近4倍。

籲留意飲用量及頻密程度
消委會促請生產商檢視其原材料及製作流程，盡量

降低烘焙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丙烯胺，提升食品安
全。消委會提醒消費者，儘管咖啡中的丙烯胺含量
較薯片等煎炸食物為低，仍須多加留意咖啡的飲用量
和頻密程度。

另外，測試亦從 46 款咖啡樣本中驗出除害劑；15
款樣本中分別驗出2種或3種除害劑殘餘；12款樣本
中驗出重金屬；10款樣本中驗出另一致癌物赭麴黴毒
素A。

消委會提醒消費者，長期攝入咖啡因會增加對咖啡
因的耐受性，並產生生理依賴，一旦突然停止攝入，
便有機會導致頭痛、易怒和疲勞等症狀。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觀塘瑞和街街市
昨晨發生驚險車禍，1名老翁駕駛私家車在街市疑倒
車時失控，越過對面行車線再剷上行人路，1名老婦
首當其衝被車尾撞倒，另有2名途人同被波及受傷。

意外中涉事男司機姓方（68歲），涉嫌危險駕駛被
捕扣查。意外中，1 名姓陳男傷者（69 歲）手臂受
傷，姓何（66歲）和姓余（66歲）女傷者分別頭部和
身體多處受傷。

昨晨9時28分，方翁駕車接載妻子到觀塘瑞和街街
市買，至瑞和街48號對開時妻子先行落車購物，方
翁則將車停靠在路邊，其間懷疑有人欲倒車但大力踩
油門，私家車突然高速倒行，越過對面行車線再剷上
行人路。1名老婦走避不及慘被私家車車尾撞倒，另
有2名途人亦告受傷，多間店舖的貨物被撞得散落一
地，傷者跌坐地上呼救，途人見狀馬上報警，救護員
到場替3名傷者急救，方翁亦報稱頭暈，全部送往聯
合醫院治理。

倒駛房車越線
剷行人路3傷47咖啡樣本驗出含致癌物

消費者委員會

根據消委會測試結果，咖啡豆沖調的咖啡因含量較高。 消委會短片截圖

專訪

徐小龍

政府進一步重新規劃北部發展區，主流意見都
表示支持政府全力發展新界東北及西北地區，藉
與深圳連通接軌，深圳前海合作區擴區擴容，
促成兩地的社會經濟發展。

但是新界鄉郊現在大部分土地都是未開發的農
地和效益較低的棕地，包括大量露天貨櫃場、停
車場、車場及各式各樣的露天儲物及回收用
地。另外，近年跨境陸路貨運量持續下跌，眾多
貨櫃場使用率下降或有限度運作，要重新規劃亦
要考慮原本大量的貨櫃場及倉庫用地何處安放，
荒廢農地如何加以利用等。

香港貴為三大貨櫃港之一，筆者建議應利用自
由港政策的優勢，利用大面積土地，集中規劃及
興建貨櫃場、倉庫等物流用地，配合雲端的管理
貨櫃技術，連結客戶、報關行、車行、司機、櫃
場與船公司資訊，將數據集中處理，以減省人力
及時間，將大灣區及東莞等經由香港的貨物，爭
分奪秒運到海外，讓香港成為最大最快的貨運物
流中心。

另一方面，疫情加速物流業界數碼化的轉型步
伐。現在，物流中心已經不是單純的倉儲、運
輸，雲端供應鏈分析方案，例如廠商在寄貨過程

中 遇 到 罷
工、地震等
難以預測狀
況，可透過
雲端系統追
蹤 出 貨 情
況，得知目
前商品運送
進度，方便
進行庫存管
理。目前該
方案在歐洲
及美國地區
應用，香港
亦可以借鑑
有關數碼化
雲端技術，優化現時的物流過程。

規劃新界北部的發展，除了應付商業及住宅需
要外，亦要顧及原有土地的需要，這些地方要重
新規劃不是靠搬走便可以，可以藉這次政府發
展北部計劃，集中處理，加以改造，與深圳合作
接軌，以達到最大化的效益。

北部發展打造國際雲端物流中心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 徐小龍

何廣成1947年在廣州出生，父親何公實籍貫是廣東
中山，長居廣州經營陶瓷業務，經常來往上海和香
港。何廣成於1964年來港，1973年開始構思重燃十八

世紀的海上「陶瓷之路」，並於1976年在香港創辦
華通陶瓷，代表華夏文明通達全球。他利用香港、台
灣和日本的陶瓷技術及原料，在香港大量燒製裝飾藝
術陶瓷，即香港彩瓷(簡稱港彩)。華通陶瓷常常因融
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藝術，哲理」的理念設
計生產陶瓷產品，由70年代起是香港最大的「中國
外銷瓷器」出口批發及零售商，其產品在上世紀70
年代中期起至2003年行銷世界各地，廣受歡迎。

華通陶瓷獨樹一幟
何廣成回憶道，中國內地曾因文革影響陶瓷供應，

華通陶瓷正好填補了國際市場需求；同時華通陶瓷的
仿真效果受西方市場歡迎，例如仿中國歷朝的外銷陶
瓷有中式伊萬方格紋及東方樂園等非常暢銷，單是一
個仿18世紀的荷蘭人狩獵圖訂單已經應接不暇。

何廣成的理念是「生意文化化，文化生意化」。他
不無自豪地表示，「那時真是客似雲來，客戶包括美
國白宮、前美國總統家族成員、前駐香港的各國領事
館領事、前香港政府官員、中東皇室成員、世界著名
酒店集團等，以及無數的觀光客。就連美國國務卿奧
爾布賴特在出席1997年7月 l日香港回歸中國的儀式

前一天，她都先到華通陶瓷購買她的心頭好！」
何廣成和父母親一直都懷有家國情懷，深知過去百

多年來中國經歷的滄桑，無數珍稀文物流出境外。母
親比較喜歡大型木雕佛像，父親則鍾情古今書畫；因
緣際會，每當接觸到珍罕的文物，就毫不猶豫傾資購
藏，一如收養無家可歸的孩子。他如數家珍，道出家
族收藏的一些珍貴藝術品，如唐代懷素書法狂草佛說
四十二章經長卷、文天祥的書法長卷、武則天的章草
千字文長卷、顏真卿的行書顏氏家訓長卷、白居易親
書之長恨歌、孫過庭的草書書譜長卷、漢代班固的四
愁詩等，並已出版電子書十集。

何廣成說，整理出版書畫雖然辛苦，卻常有驚喜發

現。他手中擁有「四愁詩」作者不是「張衡」而是
「班固」的真憑實據，認為足以推翻千多年來的誤
傳，並於去年中通知全球有關學府進行修正。

期待設立港彩專館
2016年起，何廣成協助「香港陶瓷研究會」進行港

彩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相關資料及多次接受了訪問。
香港文化博物館與香港陶瓷研究會合作舉辦以香港陶
瓷歷史為主題的「港彩流金」展覽，由2018年12月
至2019年3月隆重展出，讓大家了解香港過去鮮為人
知的香港陶瓷歷史。他說，香港文化博物館在展後購
買了一些他私人所藏的當年華通陶瓷的重要產品，他
同時亦捐贈了一些外銷瓷製作樣本予該館。期待將來
香港文化博物館能設立一個永久性的專館，供市民欣
賞。

珍寶館木雕佛像彌足珍貴
2010年，香港法住教育機構（註冊非牟利）會長霍

韜晦教授創立了「中國佛教藝術珍寶館」，何廣成為
創館館長。館內共有89尊大型木雕佛像，主要是唐宋
年代，少量為遼代、金代及元代。這些飽經戰火及朝
代更迭尚存的瑰寶，多年來得到有心之士的珍藏與保
護，彌足珍貴。何廣成說：「這些巨型的木雕佛像工
藝精湛，各具神韻，令人嘆為觀止，是中華民族智慧
的結晶。」

2018年，繼任會長盧瑞珊不辭勞苦擴充了佛像珍寶
館，並於2020年中隆重開幕。何廣成謙虛地表示，自
己是義務館長兼護理員，希望該館繼續秉持「讓一切
有價值的文化永住於世」的宗旨，護持文化，愛護文
物，讓中國佛教藝術瑰寶繼續散發光芒，讓大眾免費
參觀，因為「藝術本來就是屬於人民」！

何廣成每日都會騎單車，運動讓他保持精力旺盛。
他現在的生活很簡單，目標明確。他始終認為，「真
善美的藝術無疆界」，希望透過出版多國文字的電子
圖書，將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發揚光大，並推介
予全球，相信會有利於促進世界和平！

何廣成冀弘揚中華傳統藝術

何廣成希望利用當今科技去做有意義之事，將中
國傳統藝術發揚光大。

戴 自 行 車 頭
盔、兩眼炯炯有
神的何廣成是香
港著名的「華通

陶瓷」創辦人。他熱愛中國文化
藝術，40多年來一直致力於中國
書畫藝術的研究。現任香港中國
藝術圖書有限公司主席的他，眼
下全身心投入出版中華傳統文化
藝術的電子及實體書事業，計劃
推出300多本。他笑言：「我年方
75歲，正好利用當今的科技去做
這件非常有意義之事，將這些仍
然未為人所知的中華藝術瑰寶分
享予世人。」

香港商報記者 鄧江紅

【香港商報訊】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專資
會)歡迎特區政府推出第五輪涉資約35.7億元防疫抗疫
基金，進一步援助多個受疫情重創的行業和人士，並
為受政府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影響的處所提供津貼。專
資會喜見措施在宣布後已可供相關業界申請，及時紓
緩有關行業的經營壓力，對穩定香港經濟和就業巿場
起了重要作用。

變種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來勢洶洶，控制疫情是重啟
香港經濟的關鍵。除了針對性地支援受影響行業外，
專資會支持政府在疫情未有大變化下，以「疫苗氣

泡」為基礎，放寬表列處所營業，以平衡風險、市民
所需和業界整體情況。

待疫情穩定後，希望特區政府能盡快推動香港與內
地人員免隔離通關，並與其他採取清零政策的國家或
地區進行「旅遊氣泡」及「商務氣泡」計劃，恢復旅
遊業和商務往來活動正常運作，為本港經濟注入動
力。要在短時間內控制病毒擴散速度，截斷隱性傳播
鏈，市民的支持及配合更形重要。

專資會呼籲市民大眾同舟共濟，盡快接種疫苗，為
防疫抗疫出一分力。

專資會歡迎政府推第五輪抗疫基金

專訪

徐小龍

政府進一步重新規劃北部發展區，主流意見都
表示支持政府全力發展新界東北及西北地區，藉
與深圳連通接軌，深圳前海合作區擴區擴容，
促成兩地的社會經濟發展。

但是新界鄉郊現在大部分土地都是未開發的農
地和效益較低的棕地，包括大量露天貨櫃場、停
車場、車場及各式各樣的露天儲物及回收用
地。另外，近年跨境陸路貨運量持續下跌，眾多
貨櫃場使用率下降或有限度運作，要重新規劃亦
要考慮原本大量的貨櫃場及倉庫用地何處安放，
荒廢農地如何加以利用等。

香港貴為三大貨櫃港之一，筆者建議應利用自
由港政策的優勢，利用大面積土地，集中規劃及
興建貨櫃場、倉庫等物流用地，配合雲端的管理
貨櫃技術，連結客戶、報關行、車行、司機、櫃
場與船公司資訊，將數據集中處理，以減省人力
及時間，將大灣區及東莞等經由香港的貨物，爭
分奪秒運到海外，讓香港成為最大最快的貨運物
流中心。

另一方面，疫情加速物流業界數碼化的轉型步
伐。現在，物流中心已經不是單純的倉儲、運
輸，雲端供應鏈分析方案，例如廠商在寄貨過程

中 遇 到 罷
工、地震等
難以預測狀
況，可透過
雲端系統追
蹤 出 貨 情
況，得知目
前商品運送
進度，方便
進行庫存管
理。目前該
方案在歐洲
及美國地區
應用，香港
亦可以借鑑
有關數碼化
雲端技術，優化現時的物流過程。

規劃新界北部的發展，除了應付商業及住宅需
要外，亦要顧及原有土地的需要，這些地方要重
新規劃不是靠搬走便可以，可以藉這次政府發
展北部計劃，集中處理，加以改造，與深圳合作
接軌，以達到最大化的效益。

北部發展打造國際雲端物流中心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 徐小龍

何廣成1947年在廣州出生，父親何公實籍貫是廣東
中山，長居廣州經營陶瓷業務，經常來往上海和香
港。何廣成於1964年來港，1973年開始構思重燃十八

世紀的海上「陶瓷之路」，並於1976年在香港創辦
華通陶瓷，代表華夏文明通達全球。他利用香港、台
灣和日本的陶瓷技術及原料，在香港大量燒製裝飾藝
術陶瓷，即香港彩瓷(簡稱港彩)。華通陶瓷常常因融
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藝術，哲理」的理念設
計生產陶瓷產品，由70年代起是香港最大的「中國
外銷瓷器」出口批發及零售商，其產品在上世紀70
年代中期起至2003年行銷世界各地，廣受歡迎。

華通陶瓷獨樹一幟
何廣成回憶道，中國內地曾因文革影響陶瓷供應，

華通陶瓷正好填補了國際市場需求；同時華通陶瓷的
仿真效果受西方市場歡迎，例如仿中國歷朝的外銷陶
瓷有中式伊萬方格紋及東方樂園等非常暢銷，單是一
個仿18世紀的荷蘭人狩獵圖訂單已經應接不暇。

何廣成的理念是「生意文化化，文化生意化」。他
不無自豪地表示，「那時真是客似雲來，客戶包括美
國白宮、前美國總統家族成員、前駐香港的各國領事
館領事、前香港政府官員、中東皇室成員、世界著名
酒店集團等，以及無數的觀光客。就連美國國務卿奧
爾布賴特在出席1997年7月 l日香港回歸中國的儀式

前一天，她都先到華通陶瓷購買她的心頭好！」
何廣成和父母親一直都懷有家國情懷，深知過去百

多年來中國經歷的滄桑，無數珍稀文物流出境外。母
親比較喜歡大型木雕佛像，父親則鍾情古今書畫；因
緣際會，每當接觸到珍罕的文物，就毫不猶豫傾資購
藏，一如收養無家可歸的孩子。他如數家珍，道出家
族收藏的一些珍貴藝術品，如唐代懷素書法狂草佛說
四十二章經長卷、文天祥的書法長卷、武則天的章草
千字文長卷、顏真卿的行書顏氏家訓長卷、白居易親
書之長恨歌、孫過庭的草書書譜長卷、漢代班固的四
愁詩等，並已出版電子書十集。

何廣成說，整理出版書畫雖然辛苦，卻常有驚喜發

現。他手中擁有「四愁詩」作者不是「張衡」而是
「班固」的真憑實據，認為足以推翻千多年來的誤
傳，並於去年中通知全球有關學府進行修正。

期待設立港彩專館
2016年起，何廣成協助「香港陶瓷研究會」進行港

彩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相關資料及多次接受了訪問。
香港文化博物館與香港陶瓷研究會合作舉辦以香港陶
瓷歷史為主題的「港彩流金」展覽，由2018年12月
至2019年3月隆重展出，讓大家了解香港過去鮮為人
知的香港陶瓷歷史。他說，香港文化博物館在展後購
買了一些他私人所藏的當年華通陶瓷的重要產品，他
同時亦捐贈了一些外銷瓷製作樣本予該館。期待將來
香港文化博物館能設立一個永久性的專館，供市民欣
賞。

珍寶館木雕佛像彌足珍貴
2010年，香港法住教育機構（註冊非牟利）會長霍

韜晦教授創立了「中國佛教藝術珍寶館」，何廣成為
創館館長。館內共有89尊大型木雕佛像，主要是唐宋
年代，少量為遼代、金代及元代。這些飽經戰火及朝
代更迭尚存的瑰寶，多年來得到有心之士的珍藏與保
護，彌足珍貴。何廣成說：「這些巨型的木雕佛像工
藝精湛，各具神韻，令人嘆為觀止，是中華民族智慧
的結晶。」

2018年，繼任會長盧瑞珊不辭勞苦擴充了佛像珍寶
館，並於2020年中隆重開幕。何廣成謙虛地表示，自
己是義務館長兼護理員，希望該館繼續秉持「讓一切
有價值的文化永住於世」的宗旨，護持文化，愛護文
物，讓中國佛教藝術瑰寶繼續散發光芒，讓大眾免費
參觀，因為「藝術本來就是屬於人民」！

何廣成每日都會騎單車，運動讓他保持精力旺盛。
他現在的生活很簡單，目標明確。他始終認為，「真
善美的藝術無疆界」，希望透過出版多國文字的電子
圖書，將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發揚光大，並推介
予全球，相信會有利於促進世界和平！

何廣成冀弘揚中華傳統藝術

何廣成希望利用當今科技去做有意義之事，將中
國傳統藝術發揚光大。

戴 自 行 車 頭
盔、兩眼炯炯有
神的何廣成是香
港著名的「華通

陶瓷」創辦人。他熱愛中國文化
藝術，40多年來一直致力於中國
書畫藝術的研究。現任香港中國
藝術圖書有限公司主席的他，眼
下全身心投入出版中華傳統文化
藝術的電子及實體書事業，計劃
推出300多本。他笑言：「我年方
75歲，正好利用當今的科技去做
這件非常有意義之事，將這些仍
然未為人所知的中華藝術瑰寶分
享予世人。」

香港商報記者 鄧江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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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會喜見措施在宣布後已可供相關業界申請，及時紓
緩有關行業的經營壓力，對穩定香港經濟和就業巿場
起了重要作用。

變種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來勢洶洶，控制疫情是重啟
香港經濟的關鍵。除了針對性地支援受影響行業外，
專資會支持政府在疫情未有大變化下，以「疫苗氣

泡」為基礎，放寬表列處所營業，以平衡風險、市民
所需和業界整體情況。

待疫情穩定後，希望特區政府能盡快推動香港與內
地人員免隔離通關，並與其他採取清零政策的國家或
地區進行「旅遊氣泡」及「商務氣泡」計劃，恢復旅
遊業和商務往來活動正常運作，為本港經濟注入動
力。要在短時間內控制病毒擴散速度，截斷隱性傳播
鏈，市民的支持及配合更形重要。

專資會呼籲市民大眾同舟共濟，盡快接種疫苗，為
防疫抗疫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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