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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                  UP +20.O4     CLOSE25367

• US                   DOWN-67     CLOSE 27778

• JAPAN                                    CLOSE 23040

• SHANGHAI     UP+12           CLOSE 3451





LIVE LONG ENOUGH



• 消委會測試本港市面上15款嬰兒配方奶粉，全部驗出含有會損害腎功能和影
響雄性生殖系統的化學污染物。其中一款BELLAMY’S ORGANIC的奶粉，污染物
含量更超出歐洲食物安全局所建議的安全攝入限量。消委會促請政府加強監
管，保障嬰兒健康。

• 消委會測試15款嬰兒配方奶粉，發現全部含污染物氯丙二醇脂肪酸酯（3-
MCPDE），含量由每公斤13微克至120微克不等。現時香港法例沒有為嬰兒配
方奶粉的3-MCPDE含量訂定標準，歐洲食物安全局及糧農組織/世界衞生組織
食品添加劑聯合專家委員會則分別建議每日最高可攝入量為8.6微克及17.2微
克。

• 15款奶粉中，以BELLAMY’S ORGANIC一款奶粉3-MCPDE含量最高，以一名一個
月大嬰兒正常食用份量推算，攝入量會超出歐洲食物安全局的標準。meiji一
款奶粉3-MCPDE含量第二最高，在正常食量下不超標，但如嬰兒較「大食」
也可能超標。

15款奶粉污染物損BB腎 BELLAMY’S ORGANIC正常食量已超標



• 檢測又顯示，九款奶粉驗出的縮水甘油酯（GE），含量由每公斤1.1微克至29微
克，含量最高為雪印一款奶粉。現時香港法例沒為嬰兒配方奶粉的含量訂定標準
，歐盟訂出的GE的上限為每公斤50微克，全部15款奶粉均符合歐盟的上限規定
。

• 3-MCPDE 及GE均為植物油脂在高溫精煉時產生。研究亦顯示3-MCPDE及GE經腸
道水解後，可分別釋出有毒物質，3-MCPDE會損害腎功能和影響雄性生殖系統，
而GE具有基因毒性及致癌性。

• 消委會強調，政府有需要密切留意國際間的發展，適時檢討並考慮在本地引入相
關食安標準和規管。食安中心表示，鑑於3-MCPDE和GE是在食物加工過程中產生
，建議食物製造業界應設法減低其含量。食安中心會留意食品法典委員會等國際
組織以及其他地方當局就規管的最新發展。

• 立法會議員陳淑莊批評政府一直沒有正視奶粉安全問題，「內地爆咗好多奶粉質
素問題，點解到𠵱家奶粉含污染物水平仲未有任何標準？啲BB好慘，冇得揀，
畀乜嘢佢就食乜嘢。」她促請政府盡快參考外國的標準，設立上限水平。



• 消委會檢測15款嬰兒配方奶粉，發現部份奶粉營養成份相若，總評分為3.5至4.5分，但
價錢差距大，舉例售價539元的惠氏「illuma Infant Formula Milk Powder」，與僅售250
元的Meiji「Infant Formula」，售價相差近一倍，但總評分同為4分。總評分高達4.5分
的「牛欄牌樂兒初生嬰兒奶粉」，售價309元，亦較不少品牌便宜。

六產品營養不符標示食安跟進

• 另外，消委會比對各樣本營養素含量與標籤的標示值，發現六款標示含量與測試結果
有差距，其中惠氏「illuma Infant Formula Milk Powder」的檢測維他命A含量較標示值少
21.9%；「喜寶HiPP」的維他命B3、碘、硒、銅及膽鹼含量，較標示值分別低2.6%、
13.9%、14.0%、11.0%及20.7%；a2的「Platinum Premium infant formula」的維他命B12
含量，亦較標示值低30.0%。消委會已將結果轉交食安中心跟進。

• 德國HiPP喜寶表示，有機牛奶的牛隻以尊重大自然規律方式飼養，並非定時定量餵食
，奶源中的營養數值含量或有浮動。惠氏「illuma Infant Formula Milk Powder」生產商
估計涉及消委會檢測方法。a2生產商強調該批次維他命B12的工廠檢測值為每100克2.4
微克。

• 食安中心認為需同時考慮測量不確定度，才可判斷產品是否有問題。按法例，任何人
如在標籤上對所售賣食物作虛假說明，即屬違法，最高罰款5萬元及監禁6個月。

質素相若 惠氏貴Meiji一倍



90%薯片蝦條含致癌物 Topvalu 日清湖池屋 多食無益

• 「邪惡」的薯片含有致癌物質！消委會檢驗77款預先及非預先包裝薯片等香
脆零食，發現當中70款均含有可致癌物質丙烯酰胺（acrylamide）。其中以日
本製的Topvalu Best Price鹽味薯片的丙烯酰胺含量最高，較歐盟標準高2.5倍。

• 消委會檢驗77款預先及非預先包裝薯片、蝦條等香脆零食樣本，當中70款含
有可致癌物質丙烯酰胺，並以預先包裝薯片、薯條的丙烯酰胺平均含量最高
，當中九款的丙烯酰胺含量高於歐盟為薯片制訂的基準水平每公斤750微克。

• 日本製的「Topvalu Best Price鹽味薯片」丙烯酰胺含量最高，達每公斤2,614微
克，較歐盟標準高出2.5倍。其次為「威斯比香辣味薯片」，達每公斤1,726微
克，較歐盟標準高出1.3倍，而「日清湖池屋」激辣魔薯香辣味薯片則達每公
斤1,653微克，較標準高出1.2倍多。

逾80%高脂或高鈉

• 除了可致癌物質，消委會亦發現逾80%檢測樣本屬於高脂或高鈉食物，近乎
全部預先包裝薯片、薯條樣本均屬高脂肪食品，其中最高為「卡樂B宅卡B紫
薯條（原味）企身袋裝」，每100克含有43克總脂肪，較食安中心標準高出一
倍多。「日清湖池屋」激辣魔薯香辣味薯片驗出每100克含有41.9克總脂肪，
「卡樂B宅卡B薯條（原味）企身袋裝」含有39.4克總脂肪，較標準高出一倍
。



• 鈉含量方面，29款預先包裝薯片、薯條中八款屬高鈉，其中最高為「Lorenz Snack-
World Naturals - Sea Salt & Pepper Potato Chips」，每100克含量達917毫克，超出食
安中心標準0.5倍，如食下一整包，已佔每人一日最高攝取總量的45.9%；樂事的鹽
醋味薯片每100克含量達849毫克，超出標準0.4倍。

• 消委會研究及試驗小組主席譚鳳儀昨表示，製造薯片、薯條類產品時，經油炸、烤
焗等高於120℃的高溫及少水份的程序，可產生丙烯酰胺，即使蝦片也含有丙烯酰
胺。丙烯酰胺屬廣泛工業用途的物質，被國際癌症研究機構歸類為「可能令人類致
癌」的第2A組別，故應避免攝取。她續指不少檢測樣本驗出高脂、高納，建議市民
「少食為妙，少食多滋味，唔好食咁密，唔好開完一包又一包」。



• 消委會的調查顯示，在食肆即炸即吃的薯條及薯餅一樣丙烯酰胺含量超標，近年進軍
香港的美式漢堡包快餐店Five Guys，薯條丙烯酰胺含量更超標90%。麥當勞薯條也只是
略低於標準。調查又發現，預先包裝蔬菜脆片其實並不一定是健康零食，Greenday
Mixed Veggie Chips更驗出含反式脂肪，與標籤不相符，已交食安中心跟進。

• 消委會在10間餐廳、快餐店及小食店購得10款非預先包裝即食薯條、薯格及薯餅樣本
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全部都含丙烯酰胺，含量由每公斤38微克至964微克。

• 有3款的丙烯酰胺含量高於歐盟為即食薯條制訂的基準水平，即每公斤含500微克。當
中以Five Guys每包薯條的丙烯酰胺含量447微克為最高，換算後即每公斤964微克，比
歐盟基準水平高90%。其次為意粉屋的星星薯餅每份的丙烯酰胺含量為135微克，及宜
家家居的香脆薯格每份含量為68微克，換算後均高於基準。

蔬菜脆片驗出反式脂肪

• 至於麥當勞薯條，每包的丙烯酰胺含量為64微克，換算後即每公斤含432微克，略低於
基準。其他快餐店方面，肯德基格格脆薯塊每包含量為25微克；摩斯漢堡厚切薯條每
包含量為26微克；豪大大雞排每包含量為26微克。

• 消委會亦檢驗市面其他包裝香脆零食，當中7款蔬菜脆片樣本檢出的總脂肪含量由每
100克含10.3克至33.7克，有5款屬於高脂肪。Greenday Mixed Veggie Chips檢出每100克
含0.7克反式脂肪，為測試中檢出最多反式脂肪的樣本，與其營養標籤所示的0克反式
脂肪不相符，已交食安中心跟進。各蔬菜脆片鈉含量由每100克含91毫克至795毫克，
最高是「Simply 7」Veggie Crisps Original，屬於高鈉。

Five Guys即炸薯條 致癌物超近倍



18區採樣 延至8.31展開

• 為期兩星期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延遲至本月31日展開，政府擬招攬2,000名私家醫
護為市民採樣及監督，當中包括學護。醫學會會長蔡堅表示仍未知悉政府會否提供保
護衣等裝備；西醫工會認為醫護一旦染疫，理應獲保險保障。

• 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透露，政府最新電郵顯示全民檢測計劃需延期至最快8月31日才展
開，為期兩周，他估計延期原因是物流方面未準備好。他續稱，政府計劃由醫生或註
冊護士在採樣中心擔任組長，高年級醫科生及聖約翰救傷隊員都可能擔任採樣員。

未知會否為醫護提供防護衣

• 學護亦是政府招募目標，香港護理學院會長顧慧賢表示，政府有計劃招募三年級或以
上、已通過實習的醫科、護理及牙醫學生，協助市民採樣，學院目前收到約200多個現
職或退休護士報名。她強調計劃正式開始前必須做好培訓，及要監督學生採樣，保障
安全。

• 同樣協助招募的私人執業專科醫生協會及另一組織醫護誠信同行，暫時接獲200名醫護
報名，當中約七成半是醫生。

• 醫學會會長蔡堅建議參與的醫生自行評估風險，醫學會不會要求或鼓勵醫生必須參與
。他表示，在醫院負責採集樣本的醫護人員會有全套防護裝備，但是政府發給醫學會
的通知，只列明會為參與者提供手套和手術用口罩，仍未回覆會否提供防護衣和N95口
罩等。至於他則會參與計劃，以免被人說他「反中亂港」及不支持政府措施，並將收
益捐予慈善團體。

• 楊超發亦關注採樣風險，醫護協助政府採樣，若不幸染疫理應獲保險保障，暫未有定
案，仍要與政府商討細節。



• 採樣地點方面，楊超發建議政府在全港18區，每區要設十個採樣中心，朝八
晚八運作，預計最少要500名私家醫生擔任組長。政府早前稱目標是有500萬
市民接受檢測，楊超發估算，中心每小時需採集150至200人的樣本才能達標
。

• 蔡堅表示，當局計劃改用社區設施作採樣地點，但是給予醫生選擇參與的時
間，只有上午及下午兩個選擇，醫生難以安排公餘時間參與，可能最多每日
只能騰出半日時間參與。



百佳惠康申補貼後需減價回饋再促大商場業主減租紓困

• 港府豁免海員和機組人員檢疫引爆第三波疫情，其後推出晚市禁堂食等抗疫
措施「補鑊」，惟有關措施至今實行逾一個月，疫情仍未完全消退。據悉政
府一度考慮放寛禁令，惟因爆出貨櫃碼頭及外傭群組，加上約40%個案屬源
頭不明，最終打消念頭。行政會議今早（18日）提早復會，特首林鄭月娥於
行政會議前見記者，林鄭公佈推出第三輪抗疫基金，第二輪保就業計劃亦於8
月31日起接受申請，而百佳及惠康申請補貼後，需要為顧客提供減價或為弱
勢社群提供超市券，而大型物管公司領取補貼後，亦需將8成以上的補貼給予
業主或業主立案法團等。

• 林鄭月娥在開首發言時，提到疫情近日雖回落至雙位數字，但仍有社區爆發
風險，數字未見有穩定下降趨勢，更指在衞生署及警方努力下，仍有40%個
案源頭未明，加上包括葵涌貨櫃碼頭及在港轉工期間外傭居住宿舍的兩群組
爆發，而目前檢測工作未到位，收回樣本瓶比例不高，貨櫃碼頭約8千人，但
僅收回千多個樣本；約有6千名外傭正等候入境處批准到新僱主工作，早前已
盡量派發樣本樽，但前晚僅收回約900個。



推第三輪抗疫基金首輪出糧補貼花439億公帑

• 林鄭亦宣佈推出第三輪抗疫基金，又指首輪保就業計劃已大致完成，初時預計整個計
劃用810億元公帑，現時首輪計劃動用了439億元公帑，較預期高。林鄭解釋，是因為
有飲食業不申請食環署所提供社交距離措施下的津貼，而改為申請保就業計劃，故食
環署95億元津貼不會用畢，「嗰度慳咗錢」，而相反保就業計劃則用多了公帑。

• 她指首輪計劃共有14.85萬名僱主申請，有190萬僱員在6月至8月期間獲保護免被解僱，
較原本估計的117萬為高；平均每位僱員在3個月共獲2.3萬元補貼；87%申請僱主屬中
小企，僱員少於50人；380名申請僱主則有500名以上僱員。

• 林鄭指截至8月16日，共收到387宗有關保就業計劃投訴，佔所有獲批申請的0.3％，形
容屬「相對好細數字」，而大部份投訴是涉及不掌握計劃要求及設計，當中35%個案已
處理好，50多宗轉介給勞工處，認為大體上附合最初的計劃目標。

• 第二輪保就業計劃將於8月31日至9月13日接受申請，補貼涵蓋9至11月。林鄭月娥說，
由於大型物管公司及大型超級市場在疫情期間未有受到太大影響，故第二期保就業計
劃對有關行業有特別要求，包括大型物管公佈必須回饋不少於80%補貼給予業主、業主
立案法團或管理的機構，因物管人員是由業主以管理費聘請，亦知悉有部份公司現時
亦將全數補貼轉入業主戶口；而大型超級市場即百佳及惠康，在領取補貼期間即9至11
月，需為顧客提供減價，或為弱勢社群或NGＯ提供超市券幫助有需要社群。

• 當局亦引入新措施，針對早前未能受惠的長者僱員，僱主可以為65歲以上長者僱員申
請補貼，只要僱員有強積金戶口，即使戶口非活躍，即沒有供款或任何有關聘請的資
料如薪酬等，都可以有按月5,000元工資補貼。勞福局局長今午將會舉行記者會講述詳
情。



• 林鄭月娥亦再次強烈呼籲大商場及業主為租戶尤其飲食、零售、旅行社等今
次受重創的行業，提供租金紓緩如減租、免收管理費、暫緩未能按時交租時
採取的法律行動如暫停租約等。她指部份業主亦有領取補貼，會再向有關業
主呼籲。

• 被問到超市現時亦有減價，會否難以定義是否屬申領補貼後的舉動，林鄭僅
稱明白定義有一定困難，會聆聽意見。

• 問及食肆晚市禁令延長，或引發飲食業倒閉潮，林鄭月娥指飲食界是今次疫
情下重創的行業，明白晚市禁堂食令，令行業有很大衝擊，但放寬防疫措施
需要非常謹慎，否則市民在抗疫疲勞下，放鬆了就以為可外出，會令疫情再
反彈。



美擴華為禁令堵截第三方採購

• 美國進一步封殺華為，不僅擴大對華為的出口限制，禁止華為透過第三方採購美國零
件，且確定不會發出臨時通用許可證予華為，進一步斷絕華為的晶片供貨來源。美方
亦同時將另外38間華為子公司列入制裁「實體清單」內。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Twitter
發文指：「（新的封殺）對華為及專制的中共進行直接打擊。」

• 華為及其「實體清單」關聯公司的臨時通用許可證上周五到期，美國商務部昨已表明
不會延長許可證，同時擴大「外國直接產品規則」（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的範
圍，禁止華為取得由海外企業生產、利用美國的軟件及技術所開發的晶片。美國商務
部長羅斯昨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表示：「華為對於之前的禁令做出規避的行為，如今
的新規定明確指出，使用美國軟件或美國加工設備都會被禁，而且須要許可證。」

再制裁38間華為子公司

• 美國商務部昨新增38家公司到華為實體清單之中，包括在香港、北京、巴黎的「華為
雲」及四個組裝廠房，目前共有152間公司被列入清單。該批公司無論作為「買方、中
間收貨人和最終收貨人或用戶」，都需要獲得許可證。美國國務院同日發聲明支持商
務部做法，並重申華為是中共監控的分支，「我們不會容忍中共盜取國民私隱、商業
機構的知識產權」。

• 此外，北約成員國羅馬尼亞上月與美國簽署「5G網絡不使用華為設備」的諒解備忘錄
，日前再公佈5G網絡立法草案，防止具安全疑慮的公司進入當地5G市場，似呼應美國
對華為的封殺，引起中方大力反對。



蓬佩奧：限華為晶片取得管道華為：續提供Android更新舜宇
、聯發科大挫

•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強烈支持商務部擴大外國直接產品規定（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包括限制華為取得商用晶片管道，以及將分佈於21個國家的38間華為
子公司列入實體黑名單，這些名單列出禁止接收某些敏感科技的外國公司，並讓華為
的臨時通用許可證到期。

• 美國商務部產業安全局稱，華為外國附屬有關機構代替華為行事，對國安或對外政策
利益構成風險，若無多加限制，華為可能逃避規定的限制性措施。

• 蓬佩奧在Twitter發文指，美國政府對華為和中國共產黨造成直接打擊（direct blow），
進一步限制華為獲取美國技術的能力。

• 分析指，修訂直接限制了使用美國軟件、技術開發或生產的國外廠商，日後華為獲得
晶片的渠道將更加艱難。制裁更從晶片生產延伸到了設計廠商，以及EDA（電子設計自
動化）等設計軟件的使用；而打擊的對象亦從手機、通訊設備，延伸至新興的雲計算
產業。

• 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在今年的年報溝通會上曾表示，就算在晶片代工被阻斷情況下
，華為還能從三星、聯發科、展訊購買晶片來生產手機，伴隨着美國商務部對華為限
制的進一步升級，料這些公司都不能提供晶片予華為，對此華為暫未有回應。

• 易方資本投資總監兼基金經理王華指早前提到，因華為囤貨晶片關係，短期內對華為
影響較少，但長時間對手機性能有直接影響。但如最終無計可施，料華為最後可能改
變策略，轉攻中低檔手機及可穿戴設備，如健康手帶。

• 今日華為概念股普遍下跌，舜宇（2382）跌9.4%報134.3元；丘鈦科技（1478）跌3.6%
報11.16元；瑞聲科技（2018）跌4.1%報54.45元；比亞迪電子（285）跌9.1%報29.5元
。至於台股聯發科憧憬華為大手加訂單好夢成空，股價重挫一成跌停板，報617台幣



派員監督禁剩菜 設浪費黑名單 「惜食文革」瘋捲中國

• 總書記一聲令下，內地捲起惜食「瘋」潮，光怪陸離之事層出不窮。上海日前下發通
知，要求營造「浪費可恥」的氣氛，推動半份餸服務，甚至提到建立浪費行為的舉報
機制，更言明婚喪嫁娶紅白事的餐飲監管須嚴格執行，設立黑名單制度，儼如文革再
臨。網民稱：「糧食短缺，不好明說，先從文明行動搞起。」

•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前日下發通知，要求「迅速在全市形成浪費可恥、節約為
榮的濃厚氛圍」，推動餐飲企業提供半份餸、小餸的點餐服務。通知又指會建立舉報
投訴、專項檢查等機制，「重點加強對商務宴請、婚喪嫁娶紅白事等餐飲浪費行為的
監管」，同時加大對網絡點餐平台及大胃王直播的監測管理力度。該通知甚至要求，
網絡上的餐飲企業評分標準要加入「惜食」，同時建立「紅黑榜名單」。

• 鄰近上海的江蘇常熟市上周五也將在市級機關事務管理中心設立「制止餐飲浪費督導
員」，機關食堂內增設「餐飲浪費現象曝光台」；而長沙市直機關的餐廳規定，食餸
吃剩125克者罰款1元。

鼓勵舉報 剩餸罰1元

• 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日前也向黨政部門發公開信，倡議帶頭制止浪費，「自覺抵制婚
喪喜慶事宜大操大辦，堅決破除講排場」，有雷厲風行之勢。

• 中共這種荒誕的舉行招來不少網民反對：「請問浪費的標準是啥？何為嚴重浪費？」
、「很多人不明白，怎麼吃飯這是私人領域的事，公權可以提倡怎麼去做。」、「建
議恢復糧票，萬無一失。」也有人認為這是跟中國缺糧有關：「糧食短缺，不好明說
，先從文明行動搞起。真的嚴搞那事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