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影響導致各國控關下，

9月14日，香港海關於香港國際

機場偵獲近20年最大宗空運貨物

走私液態冰毒案，揭發有墨西哥

販毒集團不惜工本自製一個椰子

油品牌及設立包裝生產線，把

230公斤市值1.5億港元的液態冰

毒製作成1,920樽椰子油，混入

5,760樽正常貨物之中作掩飾，

並以上海及香港兩地物流公司以

迂迴路線空運藏毒貨物，企圖把

毒品經香港運往其他國家。但最

終難逃法網，關員根據風險評估

抽出貨物檢查揭發案件，拘捕一

名到機場貨運站提貨司機，正追

查毒品流向及幕後主腦。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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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破1.5億元液態冰毒空運走私案
販毒集團圖混椰子油經港轉口 關員抽貨檢查揭發

據悉，墨西哥販毒集團走私液態冰毒的
手法，可謂挖空心思及不惜工本，除

在當地自製一個椰子油品牌及設立包裝生
產線，將液態冰毒入樽冒充成椰子油產
品，並貼上「100%天然椰子油」標籤，為
使人難以分辨樽內液體成分，特別選用深
啡色玻璃樽，更以75%正常貨物混入25%
藏冰毒貨物作掩飾，以圖瞞天過海。

圖迂迴路線運毒增追查難度
販毒集團同時委託上海一間具國際規模
的物流公司將貨物運抵香港，再由香港一
間有10年歷史的物流公司提貨入倉，最終
把整批貨物轉運往其他冰毒市值價格較高
的國家，企圖以迂迴路線增加執法部門追
查難度。
海關機場科空運貨物第三組指揮官朱家
穎表示，9月14日關員在國際機場貨運站
執勤期間，發現一批由墨西哥到港的160
箱貨物，貨物報稱為天然椰子油，共有
7,680樽，由於香港一向較少有由墨西哥進
口椰子油，關員根據風險評估揀選這批貨
物進行X光檢查，發現箱內有部分玻璃樽
的密度明顯有差異。關員進一步開箱檢
查，發現箱內48樽椰子油分成兩層擺放，
打開上層部分玻璃樽檢查發現液體並無散
發椰子味，而且質地較稀，沒有正常椰子
油在冷氣室內呈半凝固奶白色狀態，樽身
貨物標籤亦無列明製造商地址等資料。

共重230公斤 近20年最大宗
關員對此起疑，於是檢查下層椰子油
時，竟發現部分玻璃樽內水位較高及有較
多沉澱物，經光譜儀分析證實樽內液體含
有冰毒成分，而上層的玻璃樽內液體則是
一些平價粟米油或菜油。海關經點算，在

其中80箱貨物內共發現1,920樽液態冰
毒，共重230公斤，市值約1.5億港元，為
海關近20年最大宗空運貨物走私液態冰毒
案，案件轉交海關毒品調查科跟進。
同日，關員拘捕一名到機場提貨的45歲

貨車男司機，他受聘於本地一間物流公
司，關員再到涉案物流公司位於九龍灣的
辦公室調查，負責人指涉案貨物訂單，是
上海一間具國際規模的物流公司所委託，
原定將貨物送入倉庫再等候進一步指示。
涉案貨車司機暫准保釋。

正追查主腦及在逃同黨下落
但關員埋伏監視兩星期，直至昨日為

止，該批存倉貨物也沒有人提取，香港物
流公司仍未收到進一步指示，不排除販毒
集團知悉被揭發走私毒品；海關正追查毒
品流向、幕後主腦及在逃同黨，不排除有
更多人被捕。
海關毒品調查科機場調查課監督李文樂

呼籲，物流業界管理層提高警覺，若懷疑
有人利用公司服務從事販毒活動，可致電
海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或透過舉報罪
案專用電郵賬戶（crimereport@customs.
gov.hk）舉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中秋過
後，又到品嚐大閘蟹旺季。海關聯同食
環署由本周一（27日）起一連兩天巡查
全港售賣大閘蟹店舖，至前日（28日）
已巡查約80間店舖，同時向店舖派發宣
傳單張，呼籲商戶售賣大閘蟹須符合法
例規定。海關及食環署昨日強調巡查行
動將持續整個大閘蟹上市期，檢查全港
上市大閘蟹是否符合食品衞生條例及商
品說明條例等，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是次聯合巡查行動包括中西區、上環

永樂街、南區、東區、西頁及油尖旺
等，兩天內共巡查了80間商舖，當中42
間有售賣大閘蟹，只有1間售賣的大閘蟹
產地文件有虛假成分。昨日海關和食環
署繼續巡查上環街市等售賣大閘蟹店
舖，以及向店舖派發宣傳單張。
香港海關商品說明課（二）總貿易管

制主任何靜婷表示，海關對於市面商品
是否具有應用虛假的商品說明，一直保
持高度警覺，採取不同執法策略，以確
保市面出售的商品符合法例規定。現正

值大閘蟹當造期，聯合巡查行動將一直
持續至蟹季結束，以確保市面出售的大
閘蟹符合商品說明條例、食物安全條例
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食物環境衞生署中西區環境衞生總監李

一鳳指出，無論實體店抑或網上銷售大閘
蟹，均必須申請食環署許可證，強調署方
十分關注非法銷售大閘蟹的情況，將繼續

加強巡查及採取嚴厲執法行動。
食物安全中心高級總監朱瑞燕呼籲市

民，應前往信譽良好的商舖購買大閘
蟹，亦要把大閘蟹徹底煮熟方可食用。
根據《食物業規例》，任何人若無牌

經營食物業，或未經准許售賣限制出售
的食品，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
被罰款5萬元及監禁6個月。

海關食環巡80舖 1間大閘蟹產地涉造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恆諾）基因組就
如人類的「身體說明書」，相關研究有助
罕見病患者尋找病因，制訂合適的個人化
治療方案，惟現有基因組研究缺乏亞裔人
口數據，影響基因組醫學在港臨床應用，
食物及衞生局去年成立的香港基因組中心
開展先導階段「香港基因組計劃」。
香港基因組中心在今年7月啟動該計劃的
先導階段，於香港兒童醫院、威爾斯親王
醫院及瑪麗醫院設立夥伴中心，招募2,000
宗患有未能確診病症及與遺傳有關的癌症
個案患者及其家屬進行全基因組測序，而
在稍後的計劃主階段，中心會進一步招募
1.8萬宗個案。

盼為病人制訂個人化治療
有外國文獻指出，罕見病患者平均要諮
詢5名醫生、經歷3次誤診、等待4年，並
花費7.4萬港元於診斷測試才能確診，香港
基因組中心首席科學總監鍾侃言表示，希
望協助病人尋找病因，再制訂個人化治

療。
12歲的朱納浵曾經歷有關過程，其父母

在她三四個月大時，已因為她經常瞇起雙
眼發現問題，但在香港尋遍多名眼科及兒
科醫生都未能知病因，最終要將基因送到
德國進行測序，才在她7歲時確診為「Al-
strom Syndrome」的隱性遺傳病。
該次基因測序發現兩項基因變異，當中

除了有一項已知是與「Alstrom Syn-
drome」相關外，亦有一項變異過往未有文
獻記載，但就常見於華人的變異。鍾侃言
解釋，現有基因測序數據庫的資料主要是
西方國家所建立，欠缺華人數據，香港自
行建立本地人口全基因測序數據庫十分重
要。
「香港基因組計劃」現階段雖然只是計
劃招募2萬名病人，但中心行政總裁羅思偉
引用分別有約6,000萬及600萬人口的英國
及新加坡為例，她們的基因組計劃亦只分
別涉及10萬人及1,000人，而他們的計劃除
了涉及病人外，亦包括他們的家人，相信

日後的數據庫可以為醫學界提供足夠數據
作參考，幫助其他病人找出病因。
不過，「香港基因組計劃」的工作亦面
對欠缺足夠人才的挑戰，羅思偉指出，該
計劃需要具備醫療知識和溝通能力等的
「遺傳輔導員」，其角色是病人、醫生和
科研人員之間的溝通橋樑，期望香港的大
學可以協作培訓相關人才。

港設「基因組」數據庫 助遺傳病人尋病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
膠袋徵費實施至今6年，原意希
望通過徵費減少膠袋棄置量，不
過，實際上全港膠袋棄置量每年
遞增，直至2019年才稍為回落
至40.7億個，但仍超過2015年
徵費時的39.3億個，港人人均每
天維持使用1.6個膠袋。世界自
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與工聯會九龍
東辦事處合作進行調查發現，有
近五成受訪者仍會向商家索取膠
袋，主因是衞生問題，甚至貪圖
方便。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
表示，政府應盡快落實減廢藍
圖，通過政策及措施改善市民習
慣，實行源頭減廢促進本地綠色
經濟發展。
調查於8月至本月27日進行，
共訪問311名市民。當中48.6%受
訪者表示每個膠袋收費0.5元，無
阻市民使用膠袋，但若徵費上調
至1元，則僅24.8%受訪者仍會繼
續索取膠袋，若徵費增至兩元，
僅8.4%人仍會索取膠袋。
另外，65.6%受訪者表示，索
取膠袋是因為衞生原因；57.2%
則是購買必需品時才索取，亦有
34.1%人是因為貪方便。在不考
慮收費的情況下，分別有
72.3%、67.8%、53.7%及51.8%

受訪者認為，保鮮紙包裝食品、
有氣孔包裝食品、即棄杯裝但非
密封飲品及非密封包裝食品毋須
使用膠袋。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海洋

污染經理王素君表示，調查反映
膠袋徵費0.5元維持多年，其經
濟誘因已經被市民消化，認為把
收費上調至一元能夠大幅減少市
民索取膠袋意慾，如果上調至兩
元則會更有阻嚇力。

議員促設減廢藍圖
陸頌雄表示，政府應盡快實行

減廢藍圖，通過推行政策及措施
改變市民生活習慣，從源頭減少
使用即棄塑膠，促進本地綠色經
濟發展。
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表

示，理解於疫情下，市民因為衞
生問題使用膠袋，但仍有部分市
民貪圖方便，反映政府在宣傳和
教育上仍有不足，建議加強。
他亦促請政府檢討現行計劃，

包括收費及豁免範圍；在濕街市
提供器皿租用服務；把所有素材
的購物袋納入徵費計劃，加強自
備購物袋文化，以及定期公布零
售商得到的膠袋徵費，提升透明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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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由志蓮淨
苑、南蓮園池合辦的《山西佛教彩塑攝影
回顧展》，將於10月1日國慶節開始每天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在南蓮園池香海軒
展出，公眾免費入場。是次展覽將展出145
張彩塑佛像圖片，主辦方期望，令香港市
民感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山西佛
教彩塑雕像豐富的宗教藝術內涵和其中強
勁的生命力。
主辦機構昨日舉行傳媒預展，據悉，這
批圖片是1985年志蓮淨苑在山西省15座古
建寺院中拍攝所得，展品清晰展示了從北
漢到明清時期保存下來的一些彩塑佛像的
原狀，具有極高的藝術、歷史、宗教研究
價值。其曾於30年前在香港及世界各地展
出，向中外觀眾展示了中國佛教藝術。今

次在香港重新展出特別意義在於適逢新中
國72周年華誕，香港亦要建設成為中外文
化藝術交流中心，主辦方希望更多香港市
民能夠感受中華文化的魅力及古人智慧遺
產，感受作為中國人的驕傲與自豪。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汕頭社團總會創會

主席高佩璇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就在志蓮
淨苑做義工，今次受邀參加傳媒預展，她
介紹，今次很特別的展品是一尊明代千臂
千鉢千釋迦文殊菩薩像的圖片，這尊像代
表着無窮無盡的智慧，用不同的方法能夠
解決不同的現象和疑慮，她希望讓香港市
民多了解國家的傳統文化。
主辦方表示，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自

然條件，令山西成為全中國保留古代佛寺
和彩塑佛像最多的省份，而且各代彩塑完

整地呈現出我國彩塑藝術的發展體系，在
中國藝術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攝影圖片亦是一種傳承，能夠將無數無名
的古代雕塑家、畫家、匠人、僧人的傑出
創造用現代科技保存下來，最終立體呈現
在世人眼前。

山西佛教彩塑攝影展 明起在港舉行

●海關偵破近20年最大宗空運貨物走私液態冰毒案，市值高達1.5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左起：李文樂、朱家穎於記者會上講述破案過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藏有液態冰毒的玻璃樽（左）的水位，較裝有正常椰子油的
玻璃樽（中及右）為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海關與食
環署近日聯
合巡查全港
多處出售大
閘蟹店舖。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鍾侃言（右）指出，基因組醫學希望可以
協助病人尋找病因，從而制訂個人化治
療。左為羅思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志蓮淨苑和南蓮園池合辦《山西佛教彩塑
攝影回顧展》，明天起在南蓮園池香海軒舉
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左起：李家恒、陸頌雄、王素君、鄧家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