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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連日行動
重擊海上走私

專家指做法可行應盡量滿足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馮煒強報道：日前
有專家表示，港府將推出 「過關碼」 ，實名記錄使
用者的檢測陰性結果、疫苗接種及過去 21 天行
蹤，作為與內地通關條件。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認為，基於風險管理，估計內地與
香港通關要建立一套追蹤形式，讓港人到內地能夠被當局知道行蹤。港大感染及傳染
病中心總監何良也認為，以 「過關碼」 作為本港與內地恢復通關的技術要求之一，
是可行做法。他又指，只要令內地放心通關，都應該盡量滿足。

陳恒鑌冀早推具體措施
衛生防護中心公布，新增個案患者為 2 女 2 男(23 至
85 歲)，分別由印尼、菲律賓、埃及抵港，當中 2 人被
驗出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其中，23 歲女子 6 月及 8
月在印尼接種 2 劑科興疫苗、29 歲女子 4 月在香港接
種 2 劑復星疫苗、67 歲男子 4 月及 6 月在印度接種 2 劑
Covishield 疫苗、85 歲男子 7 月在菲律賓接種 1 劑強生
疫苗。
就有專家指可利用 「過關碼」作為本港與內地恢復
通關的技術要求之一。陳智思指任何人到外地均須滿
足當地防疫要求，不論疫苗或核酸檢查各地都有自己
的一套模式，去內地都一樣。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
鑌表示，若沒有可讓兩地政府都有信心的安排，相信
通關是難以實行，市民安裝有定位功能的系統是合適
的，期望能盡快推出具體措施。

專家倡加「安心出行」程式內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良表示，初步認為
利用 「過關碼」，作為本港與內地恢復通關的技術要
求之一，是可行做法。他建議可將 「過關碼」加入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內，讓市民自行選擇是否安裝
及啟用功能。他又指，若內地提出的通關條件，包括
收緊確診者出院標準、加密醫護人員及檢疫酒店和機
場職員檢測等都是可行的，只要令內地放心通關，都
應該盡量滿足要求。

疫苗對比口服藥「贏九條街」
對於美國默沙東藥廠研究出新冠口服藥，何良
指，目前未見詳細資料，試驗人數僅數百人，需要審
慎了解其內容。現時只見藥廠的官方聲明，亦未經同
行審批，距離屬 「靈丹妙藥」仍有大距離，相比已有
大量數據顯示，接種疫苗能有效減低超過九成重症及
死亡風險，形容打疫苗比新藥 「
贏九條街」。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表示，該款口服藥
研究的招募對象屬輕至中度病情，並最少有一項風險

因素，如 60 歲以上、肥胖、有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等
的新冠患者，結果顯示新藥可將入院及死亡數字減
半，即使大部分人感染 Delta 或 Mu 變種病毒，該藥也
有非常好的治療效果，至於副作用只屬輕微反應。

中石化公布疫苗抽獎得主
此外，中石化(香港)早前為配合政府新冠疫苗接種
計劃，推出疫苗接種抽獎活動，獎品總值超過 168 萬
元，昨日共抽出 230 名幸運兒。中石化(香港)總經理李
繼從表示，希望鼓勵市民接種疫苗，令內地和本港盡
快通關，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政府重新開放大嶼山竹篙灣檢疫中心的預約系統供
抵港外傭入住檢疫，香港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張結民表
示，檢疫房間在預約系統開放後首 3 至 4 分鐘已被搶
空，屬預期之內，有關預約安排如抽獎，抽不中的機
會大。他建議採用預訂酒店的方式，一次過開放所有
可供預約房間，讓中介或僱主有較充分預算。

戲院商會促進一步放寬限制
此外，香港戲院商會昨日促請政府進一步放寬戲院
營業限制，讓觀眾可在場內飲食。商會指，戲院近九
成員工已接種新冠疫苗，影院內亦設通風系統，加上
觀眾須使用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亦不會交談，故
認為戲院的環境安全，在院內飲食的風險極低，促請
當局考慮放寬限制。
商會續指，戲院一直有三成收入來自小食部，主要
用以支付員工薪金及日常營運開支，形容小食部收入
對戲院營運尤其重要。另外，商會又表示，戲院復業
約 8 個月，平日生意仍非常慘淡，票房較前年同期下
跌近一半，形容跌幅驚人。

社創基金撥 1300 萬推跨代數碼共融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扶貧委員會轄下的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社創基金)專責小組昨日宣
布，撥款1300萬元資助4個以推動跨代數碼共融為主題
的創新項目，期望透過青年參與，協助提升長者學習和
使用數碼科技能力和興趣，並同時促進青年就業。

料惠及約 4200 長者青年
4 個創新項目均於本月開展，資助期由 1 年半至 2 年
半不等，預計合共惠及逾 3700 名長者和近 450 名青

年。
專責小組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市民越來越多
透過數碼裝置接收即時資訊及與社會保持聯繫，不少
長者或因對數碼科技認知不足而感到孤立及無助。另
一方面，不少熟悉數碼科技的青年在疫情下面對失業
或就業不足的問題。社創基金於較早前公開徵求創新
項目資助建議書，期望鼓勵青年以義務或受僱形式，
善用其數碼知識協助加強長者對數碼科技的認識及應
用，同時促進跨代共融及加強社會凝聚力。

社創基金收到不少創新項目資助建議書，專責小組
經審批後決定資助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香港青
年協會青年就業網絡、香港理工大學活齡學院，以及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共 4 間機構推展創新項
目，包括培訓青年教導長者認識數碼科技及提供技術
支援、為長者提供數碼家居外展復康服務、舉辦促進
青年與長者合作的 「數碼城市歷耆任務」，以及安排
受培訓後的長者擔任義工向其他長者介紹如何使用數
碼產品等。

警方連日舉行聯合反走私及海上安全執法行動。
【香港商報訊】為打擊海上走私及黑社會犯罪活
動，警方於全港不同海域和地區進行一系列執法行
動，以堵截犯罪團夥的收入來源，打擊危害海上安
全的活動。
自 10 月 3 日起至昨日，警方聯同政府飛行服務
隊，在大澳、龍鼓灘、沙洲和后海一帶進行聯合反
走私及海上安全執法行動。行動中，警方於后海一
帶，發現兩艘懷疑非法改裝的快艇匿藏於紅樹林
中，意圖逃避警方執法。警方連夜派員搜查，並成
功發現和扣查有關快艇，涉嫌違反香港法例第 548
章《商船(本地船隻)條例》。行動仍在進行中，警
方會繼續嚴厲執法，維護海上航行安全和打擊走私
集團的違法活動。

2 快艇涉走私遭扣查
此外，有組織及三合會罪案調查科統籌代號 「犁
庭掃穴」(LEVINGTON)的執法行動，截至 10 月 3
日晚上 8 時，人員巡查海上走私黑點共 101 次，包括
青衣、東涌、屯門、油麻地、長沙灣一帶的碼頭及
其他隱蔽處，並截查 47 艘船隻。同時，警方於多個
卸貨區及食品批發市場附近設置路障截查可疑車
輛，檢查車上貨物及檢視貨物清單。兩名分別為 19
及 29 歲的男子涉嫌參與海上走私活動，被警方以走
私相關的罪名拘捕，被扣留調查。
警方重申，絕不容忍任何違法行為，會繼續全力
打擊海上走私及其衍生出來的危害海上安全行為，
並堵截黑社會收入來源，亦會繼續與其他執法部門
及內地相關單位交流情報，加強執法，以打擊海上
走私活動。

廉署主任浮潛失蹤
遺體逾兩日終尋回

活化古蹟研討會周四網上舉行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為讓公眾能夠從
世界各地成功的保育活化案例中得到啟發和借鑒經
驗，由新世界發展行政總裁鄭志剛創立的非牟利機構
Culture for Tomorrow，將於本周四特別舉辦《活化
古蹟 保育皇都》網上研討會系列，邀請本地及國際
專家學者，共同就歷史建築保育和活化議題發表專業
意見。

專家分享本地及海外保育心得
經過歲月洗禮，當建築物完成其任務後，可如何透過
保育活化，令其獨特的歷史價值得以保留，並能同時回
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其中一例是位於英國倫敦、建於
1930 年代的巴特西發電站，被列為二級重點保護建築，
這座退役發電站近年經過全面翻新，活化成大型複合設
施，提供豐富的購物和餐飲體驗，並設有活動場地、辦

公大樓和住宅公寓等，是近年全球最大型且備
受矚目的保育活化建築項目之一。
首場《活化古蹟 保育皇都》網上研討會
將 於 10 月 7 日 ( 星 期 四) 晚 上 舉 行 ， 主 題 為
「電 照 風 行 ： 倫 敦 巴 特 西 發 電 站 活 化 計
劃」。屆時，有份參與該活化計劃的
WilkinsonEyre 建築事務所建築師及總監 Sebastien Ricard，將會分享這個項目的設計概
念與重點。同場另一講者 WilkinsonEyre 建築
事務所總監及香港分部負責人 Matthew Potter 則會暢談在香港進行活化項目的心得與見
解。
主辦單位表示，是次網上研討會以英語進
行，費用全免，擬參加人士可於網上登記
(https://bit.ly/3ifZXPI)。

警方在泳灘調查。

活化後的巴特西發電站已成為倫敦泰晤士河南岸新地標。

女西醫涉抽脂誤殺案罪成囚 6 年
【香港商報訊】女西醫關孝孜 7 年前在 「
重生植髮中
心」為拉丁舞老師李嘉瑩抽脂後，對方昏迷不治，而
手術後關孝孜曾離開手術室近 1 小時，被控 1 項誤殺
罪，案件經審訊後，陪審團早前一致裁定被告罪成。
法官李素蘭昨午於高等法院批評被告由始至終嚴重違
反謹慎責任，引致悲劇收場，死者信賴被告，將生命
交託其手中，被告卻置諸腦後，無視維生儀器警告，
以隨意態度處理手術，離開手術室獨留未清醒死者予 4
名未受專業訓練醫護人員照顧，終判處被告監禁 6 年。

法官斥嚴重違謹慎責任
李官引述 2 份創傷報告指死者離世後母親、男友及
女兒深感沉痛，生計受影響，死者生前與母親共同經
營舞蹈學校，主要由死者教授舞蹈，男友則主要負責

畢杜楊會計師行㈲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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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個㆟稅務申報和策劃
成立本㆞，海外及BVI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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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 9 歲女兒，為家庭帶來穩定經濟收入，案發後舞
蹈學校倒閉，男友須依賴綜援為生，女兒近來得悉母
親死因時亦因此感到憤怒。李官指案件於被告而言為
悲劇，但無論如何都抵不了死者家庭的悲痛。
李官判刑指案情嚴重，根據控方專家意見，38 歲被
告關孝孜行為嚴重偏離正常專業標準，包括手術前缺
乏全面評估，沒有充分評估死者肥胖引致的心血管狀
況；手術前會面、手術性質、風險、用藥、維生指
數、抽脂手術詳情等均缺乏書面紀錄；手術完成後死
者尚未回復清醒便拆除維生監察儀器；離開手術室獨
留未清醒死者予 4 名未受專業訓練的醫護人員照顧。
李官續指被告手術前沒有詳述手術風險可致死，便
要求死者簽署同意書，手術期間亦沒有監察維生指
數。李官直言維生監測儀器響號示警時被告更不虞有

新清潔工「履新」
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現已引入智能清
潔機械人 「Harry」
和 「Hana」 ，成為
會展管理公司綠色
發展的重要一員。
它們每天於展覽廳
大堂及博覽道入口
執行任務，專責清
洗地台，每小時可
清 洗 逾 3000 平 方
米，每月為會展中
心 節 約 達 6000 公
升用水，比傳統人
手操作的洗地機更
環保和省時。

異，關閉警號，令法庭震驚，顯示被告嚴重漠視警
告，只認為儀器感應太敏感。

麥美娟冀杜絕同類悲劇
李官認為被告理應留在手術室內，直到死者清醒情
況穩定為止，形容被告行為惡劣可悲，被告辯稱往日
進行手術安全無恙僅屬僥倖，缺乏說服力，亦不代表
做法正確。李官批評被告由始至終嚴重違反謹慎責
任，引致悲劇收場，死者信賴被告，將生命交託其手
中，被告卻置之腦後，無視警告，以隨意態度處理手
術，終判處被告監禁 6 年。
多年來一直協助死者家屬討公道的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麥美娟表示，此案由調查至審訊長達 7 年多，冀判
囚嚴懲可起阻嚇作用，杜絕同類悲劇再發生。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廉政公署執行
署調查主任石恒於上周六到港島南灣泳灘浮潛，
期間失蹤懷疑遇溺，水警、消防及政府飛行服務隊
直升機連日搜索也未見蹤影，至昨晨被發現浮屍南
灣泳灘對開海面。廉署發聲明指對石恒不幸意外
離世，深感哀痛。
事發在本月 2 日，石恒偕同妻子及兩名女兒到
港島南灣泳灘游泳，當日下午 4 時許，石將個人物
品交給妻子保管，並帶上浮潛用的呼吸面罩及蛙
鞋，獨自到泳灘進行浮潛。
至當日接近黃昏，其妻未見石恒返回，並且已
失去蹤影，擔心發生意外，在晚上約 7 時報警求
助，水警、消防接報後於南灣及中灣一帶海面搜
救，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及消防蛙人亦在海空進
行搜索，但無結果。
此後，搜救行動一連兩日進行，至昨日早上 7 時
30 分，有游泳人士在南灣泳灘對開約 15 米海面，發
現一名男性浮屍，水警將男子撈起，經調查後證實
男子為浮潛後失蹤的石恒。
終年 43 歲的石恒，生前任職廉政公署執行調查
主任。廉政公署發言人表示，得悉執行處調查主任
石恒先生不幸意外離世，深感哀痛。石先生於廉
署任職 17 年，一直盡忠職守。廉政專員向其家人致
以最深切的慰問，並表示署方會盡力為其家人提供
一切適切可行的協助。

海關首檢帽柱木鹼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海關首次檢獲
本年 8 月剛被納入《危險藥物條例》附表一的帽柱
木鹼，上周在機場搜查一批空運貨物，搜出 2.5 公噸
帽柱木鹼，估計市值約 667 萬元，現正調查該批貨
物流向，暫時無人被捕。

料市值約 667 萬元
海關人員上月 30 日在機場透過風險評估，檢查一
批從印尼經香港轉口到美國，報稱載有美麗帽柱木
的空運貨物。經檢查後，海關人員在 124 個紙箱內
發現一批綠色粉末，經政府化驗所測試，證實該批
粉末含帽柱木鹼，共重 2.5 公噸，市值約 667 萬元。
今次是自本年 8 月 13 日帽柱木鹼被納入《危險藥物
條例》附表一後，海關首次檢獲帽柱木鹼。
帽柱木鹼是一種名為美麗帽柱木(又名卡痛)的植
物的主要化合物，如被濫用，或會出現噁心、便
秘、尿頻、食慾不振、癲癇、幻覺及斷癮徵狀等身
體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