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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呂明霞報
道：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日前舉行
「灣港社區共融協議書」簽署儀
式暨慶賀會員 2019 年榮獲特區政
府授勳宴會，廣東省委常委、統
戰部部長黃寧生，副部長李煥
春，深圳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
林潔等出席主禮。當天，香港廣
東社團總會大灣區工作委員會代
表、深圳市羅湖區羅湖社區委員
會代表、東華三院代表、黃大仙
區康樂體育會代表、九龍城區康
樂體育會代表、粵港澳大灣區青
年之家聯盟代表簽署「灣港社區
共融協議書」，嘉賓上台見證協
議簽署，並為榮獲 2019 年特區政
府授勳的該會會員頒發紀念品。

【香港商報訊】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繼年
前開展「走進大灣區」系列考察活動，先後
訪問了廣州、深圳、佛山、珠海、江門、澳
門等多個城市，日前又組織該會成員訪問東
莞市，受到市委書記梁維東、市長肖亞非、
統戰部部長陳志偉等多位領導的親切接待。
訪問團由會長林龍安、副會長兼秘書長陳
勁率團，黃英豪、吳漢良、梁麟、莊成鑫、
姚志勝、陳少山、彭楚夫、王賜豪、溫幸
平、朱國基、梁毓雄、廖宜春、何焯輝、陳
漢雄、楊毅、鄧紹坤、李豐年、李國明、麥
宜全等 20 多位副會長、常董、會董出席了考
察活動。

22 年以來最大的挑戰。面對此種困境，香港廣
東社團總會在龔俊龍主席的帶領下，工作做得十
分出色。大家在困難時期更要團結一心，迎難而
上，在止暴制亂、愛國愛港、貢獻祖國及保持全
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方面貢獻力量。

何靖：做好社區服務工作
他續說，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至關重要，未
來工作需整合灣港優勢，借助粵港澳大灣區優
勢，發展經濟共融圈。同時，他希望廣總能夠扎
實做好社區服務工作，贏得民心，並在艱難時期
保持信心，渡過難關。
黃寧生表示，廣總在過去幾個月的社會動蕩
中，積極帶領廣大鄉親止暴制亂、維護秩序，雖
然結果不盡人意，依舊要堅定信心。在十九屆四
中全會上，中央明確提出要堅持和完善「一國兩
制」，說明中央心繫香港發展及對人民關心的重
視程度不變，今後也將出台更多有利於香港發展
的措施，希望大家不要灰心，共同努力。

龔俊龍：協議書融入灣區
龔俊龍表示，香港與廣東和深圳山水相連，關係密
切。青年的未來不能局限於本地，香港的未來就在於
能否順利融入大灣區。大家要本社區為本、跨地共
融的理念，進一步加強兩地對接和區域協作。
他稱，廣東社團總會大灣區委員會攜手多個委員
會，共同簽訂《灣港社區共融協議書》，是推動粵港

廣東社團總會大灣區工作委員會等機構與深圳市羅湖區羅湖社區簽署《灣港社區共融協議書》。
澳大灣區融合的重要一步。明年 2 月，廣總大灣區委
員會「灣港社區共融辦事處」也將在深圳羅湖社區揭
幕，代表廣總的工作正式落地，進入具體實施階段。
黃俊康對《灣港社區共融計劃》做了簡介，在康樂
文化方面將物色和舉辦「由社區發起」的體育與文化
活動；安排香港各界人士遊覽大灣區；幫助青年實習
就業；在大灣區發展「香港」項目，為香港市民就業
前景、生活選擇、文化休閒生活及整體福祉的改善提
供幫助。

灣區系列考察 中出訪東莞

林龍安：合作空間更廣闊
東莞市領導介紹了東莞近幾年來的發展，
尤其是企業轉型升級，高新科技產業為東莞
帶來的變化，令訪問團成員深感震撼，幾位
像梁麟、何焯輝、陳漢雄、朱國基等在開放改革初期
已投資東莞的企業家，經歷了東莞幾十年從農業小鎮
發展成製造業大市，現在又向高新科技邁進，自己也
依託這塊土地得到發展，更感受良多。林龍安表

梁維東、肖亞非、陳志偉會見中出訪問團。
示，中出幾十年來與東莞關係最密切，鄉親最多、投
資最早、涉及行業也眾多，希望加強雙方交往聯繫，
特別是今後在大灣區的建設中，合作空間更加廣闊。
訪問團參觀了松山湖高新科技園，在科普館、國際

機器人產業基地，更清晰了解東莞市高新產業的最新
發展、機器人及相關行業創業孵化和人才培訓情況。
在多個創新項目中看到香港青年科技人才也佔了一定
的發展空間。

海關檢值 7700 萬元冰毒
藏身墨西哥運港膠珠 近 10 年來最大宗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海
關本月初破獲近 10 年來最大宗的販運冰
毒案，機場海關人員檢查一批從墨西哥
經美國運抵本港，報稱膠珠的貨物，搜
出逾百個小型膠盒裝載的懷疑冰毒，外
層塗上大量柔順劑掩飾氣味。總共檢獲
的 110 公斤懷疑冰毒，估計市值約 7700
萬元。這是有紀錄以來，海關在關口破
獲的最大宗冰毒案，初步相信部分冰毒
是趁聖誕長假期供應本港市場。案中暫
時無人被捕。

藏小膠盒塗柔順劑掩氣味
海關空運貨物第3組指揮官朱家穎指出，機場海關人員
本月 5 日檢查該批共 3 箱報稱為膠珠的貨物，經過 X 光機
檢查後，發現貨物影像有可疑，明顯有2層不同密度的物
料。關員打開3箱貨物進行檢查時，箱內頂層放有膠珠及
發泡膠，惟再深入搜查，發現箱內有另一塊紙皮蓋住另一
個紙箱，在 「
箱中箱」發現40個小膠盒，每個膠盒由保鮮
紙包裹，再由2層真空袋密封小膠盒，真空袋之間塗上柔
順劑，相信是遮掩冰毒氣味逃避緝毒犬。每個小膠盒約藏
有 0.92 公斤懷疑冰毒，3 箱貨物中共檢 120 個小膠盒，內
藏約110公斤懷疑冰毒，市價約7700萬。
陳紹裘續稱，今次是海關自 2010 年來破獲的最大宗
同類案件，這亦是有紀錄以來海關在關口破獲的最大宗
冰毒案件。他指出，關員根據空運提貨單追查，得悉寄
貨人為墨西哥一間貨運代理公司，收貨人為香港一間經
營嬰兒產品跨國公司，提單上沒有任何收貨人的聯絡方
法，包括電話和電郵地址，只得公司名字及地址。

港公司指不知情拒收貨
海關經初步調查，寄貨公司過往 3 年均沒有任何空運
紀錄予收貨人；而收貨公司過去 3 年亦沒有任何美洲來

海關展示檢獲大批冰毒及收藏膠盒。 記者 區天海攝
貨紀錄，該公司在當日接獲航空公司通知後，表示
不知情拒絕收貨。陳表示，相信該批冰毒部分在本
地市場分銷，於聖誕長假期供應娛樂場所，部分則
轉運外地。海關會深入調查，包括收貨公司背景及
整個物流鏈運作，追查涉案跨國販毒集團。

資料顯示，去年海關共檢獲 125 公斤冰毒，當時冰
毒為 45 萬元 1 公斤；本年至今，不包括本案在內，共
檢獲 100 公斤冰毒，售價已上升至 70 萬元 1 公斤。內
地在 2017 年起大力打擊冰毒製造工場，現時冰毒多在
金三角及墨西哥等地生產。

港大亞洲首例胃酸倒流微創手術
【香港商報訊】亞洲胃酸倒流發病率近年上升，香
港大學醫學院成功為香港胃酸倒流患者進行新手術，
以植入式磁石環增強下食道括約肌功能，為亞洲首
宗，成效媲美傳統手術的同時，還可有效減低出現併
發症的風險。
港大醫學院外科學系食管腸胃外科講座教授及分部主
任、鍾江海基金教授（腸胃外科）羅英傑昨早在記者會
介紹，胃酸倒流傳統而言在西方較為普遍，但隨本地
生活西化及癡肥個案增加，亞洲胃酸倒流發病率隨之
上升。港大醫學院近期研究顯示，2002 年至 2011 年間
有關病症發病率增加 1.3%，最新發病率達到 4.5%。

植入磁石環減手術後副作用
羅英傑表示，現時大部分病患以藥物控制病情，部

分不想長期服藥或服藥後仍持續出現病症及併發症的
患者需考慮手術治療；惟傳統的胃底折疊術存在吞咽
困難、脹氣、不能打嗝等副作用。
他解釋，新型手術將一個細小鈦金屬磁石珠組成的
磁石環以微創方式植入人體，圍繞在下食道括約肌位
置，以還原其閉合功能。當下食道括約肌維持閉合狀
態時，可防止胃酸及膽汁從胃部逆流至食道，同時在
進食時讓食物進入胃部。
港大醫學院外科學系臨床助理教授黃宇匡表示，新
型手術成效可媲美傳統手術，最大的好處是微創，毋
須改變胃部結構，可減低出現術後併發症風險。現時
已為 4 名病人完成手術，患者在術後即消除所有胃酸
倒流的症狀，亦無須再服藥，生活質量得到明顯改
善。

【香港商報訊】由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世
界粵菜廚皇協會、國際潮團總會、香港潮屬
社團總會、香港潮州商會等機構合辦的首屆
潮州菜國際大賽 16 至 18 日隆重舉行。本屆大
賽有 60 多隊來自海內外的參賽隊、近百名廚
師參加，大賽組委會日前假尖沙咀東海薈酒
樓舉行盛大的歡迎晚宴。
當日出席的首長包括大賽組委會榮譽主席
楊孫西、主席陳幼南、執行主席黃書銳、常
務副主席楊位醒、副主席林宣亮、副主席謝
錦鵬、陳強等。

賽出風格收穫友誼

楊位醒向參賽隊分享選手賽前準備事項，
以及評審標準等。他表示組委會將全力搭建
一個平台，吸引全球潮州菜精英廚師在此交
流，切磋技藝，希望各參賽廚師們在比賽中
賽出水平，賽出風格，收穫友誼。
黃書銳表示，當今潮州菜在海內外飲食界
行成品牌效應，品嘗潮州關食也蔚然成風。
在香港 700 萬人口中，潮州人佔到 100 多萬，
香港處處都有潮州人的身影所以潮州菜館也
形成了獨有的規模，在香港美食界獨佔一席
之地。他認為首屆潮州菜國際大賽設於香港
這個國際化城市，有助進一步弘揚潮州菜文
化，推動潮州菜飲食文化走向世界。林宣亮
認為，今次大賽有力促進中華飲食文化的傳
承和發展，祝賀各位主廚在大賽中取得優異
成績。
本屆大賽比賽場地設於中華廚藝學院，於
17 日進行比賽，共同競奪多項獎項殊榮。活
動得到了香港旅發局、中國烹飪協會的大力
支持。

傑出企業公民獎頒授
50 企業機構獲嘉許
【香港商報訊】 「第 10 屆香港傑出企業公民獎」昨
日在會展中心舉行頒獎典禮，50 家在履行和推廣企業社
會責任方面表現傑出的企業、義工隊及社企獲得嘉許。
該獎項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辦、公民教育委員會
合辦及中國銀行（香港）贊助。本屆 「香港傑出企業
公民獎」共分為 「企業」、 「中小型企業」、 「社會
企業及非政府機構」和 「義工隊」4 個獎項類別，各
設有金、銀、銅及優異獎。
當中，屈臣氏集團獲 「企業」類別金獎；超敏科技
獲 「中小型企業」類別金獎；中華電力獲 「義工隊」
類別金獎；香港歷史文物保育建設獲 「社會企業及非
政府機構」類別金獎。
此外，今年有 294 家企業獲頒發 「嘉許標誌」，以
表彰其在履行社會責任或在組織與推行義工活動方面
的努力。 「香港企業公民計劃」在今年增設 「月曆設
計比賽」，讓大眾和新一代加深了解企業社會責任的
各個範疇。
生產力局主席林宣武致辭時指出，獎項的設立旨在
推廣香港企業公民意識，今年參與單位數目再創新
高，不同界別的企業都積極參與嘉許計劃及各項推廣
活動，顯示出計劃獲得廣泛認同。

中華電力公共事務總監蔡
敏（左）接受頒發義工隊組
別金獎。

平價貨用昂貴空運惹猜疑
海關毒品調查第 1 組指揮官陳紹裘昨早在記者會表
示，海關早前與外地執法機關交換情報，得悉一批由墨
西哥經美國阿拉斯加來港的貨物有可疑，因目標貨物報
稱是膠珠，屬較便宜低價值產品，約數十元至百多元 1
公斤，以運費昂貴的空運方法從南美洲來港，不符合成
本效益。膠珠亦非墨西哥獨有產品，鄰近亞洲地區亦有
生產，遂引起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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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菜大賽組委會宴參賽隊

中聯辦副主任何靖、社團聯絡部部長李文，香港廣
東社團總會主席龔俊龍，香港廣東社團總會第一執行
主席鄧清河，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執行主席黃俊康，香
港廣東社團總會創會主席余國春，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榮譽會長廖長江，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會長梁智仁
等亦出席主禮。
何靖表示，香港在過去的 6 個月時間，經歷了回歸

http://www.hkcd.com

前日 6622 宗急症
入冬以來最高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市民在天氣乍暖
還寒下容易染病，各區醫院急症室再度逼爆，醫管局
昨公布最新公立醫院求診數字為逾 6000 人次，病床整
體佔用率都超逾 120%。
醫管局公布，前日錄得 6622 人次到急症室求診，比
起前一日的 5825 人次大增約 13%，亦打破了本月 9 日
錄得的 6145 人次，成為今年入冬以來最多人到急症室
求診紀錄。當中最多是伊利沙伯醫院，達 567 人次；
其次是屯門醫院，達 522 人次，而求診的市民中，有
1056 人次經急症室轉入內科。
另外，內科病床整體佔用率前日亦再破入冬以來紀
錄，高達 117%。除了天水圍醫院及北區醫院之外，所
有提供急症服務的公立醫院都爆滿，其中佔用率最高
是明愛醫院，高達 139%；其次是將軍澳醫院，佔用率
達 127%；其餘多間醫院亦錄得達到或超過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