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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執事先生：
政府於2015年7 月 7 日發表公眾諮詢文件，建議通過立法，修訂食用油脂的法定安全標
準’加強規管食用油脂在本地的生產、進口和出口，並推動「廢置食用油」回收。現
附上民建聯對諮詢文件的回應，請作察閱。若有疑問有電l

與曹先生聯絡。

謝！
民建聯眉立

（民建聯助理研究主任曹偉強代函）

DAB Research Department
Assistant Resarch Officer, Manus Cho 曹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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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回應

有關規管食用油脂及回收「廢置食用油」的立法建議

2015 年 10 月
去年九月發生的「台灣劣質諸油」事件引發市民對食用油脂（下稱「食油」）
安全與廢置食用油田收問題的高度關注，並要求局方加強相關規管。對於食

衛局和環境局有關規管食用油脂及回收「廢置食油」白色立法建議，民建聯綜
合回應如下：

.
A.

設立完善的食油衛生證明制度
食油屬上游原材料，一旦出現污染涉及面極廣，亦較難追查。但現時法
例並沒有要求食油須附上衛生證明，進口商只須保留來貨證明及銷售單
據便可隨意進口。民建聯認同局方建議以嚴格方式規管食油進口，包括

要求本港生產的食油必須有官方證明書或獲官方認可獨立檢測機構發出
證明書﹔入口食油須提供生產地官方證明書或獲官方認可獨立檢測機構
發出證明書﹔要求生產商或進口商需將證明書或其他證明文件副本提供
給下游分銷商、零售商和食肆。我們相信上述措施能提升食油的安全性，
避免劣質食油流入市面，不過局方亦須關注立法建議對相關業界的潛在

影響，並考慮提供適當援助。

.
B.

制定嚴格的食油安全標準
由於目前還沒有一種絕對可靠的檢測方法可鑑別食用油是否含有「廢置

食油」或以「劣質油脂」作為生產原料，為加強對食品安全的保障，我
們同意局方建議收緊食用油中有害物質的最高准許濃度，包括考慮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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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法典委員會及歐盟的標準。我們相信透過制定嚴格的食油安全標準

能夠有效阻隔「劣質食油」流進餐桌，加強對市民的係障。
自

另外，根據現行的《食物內有害物質規例》訂明，任何不屬於花生或花

生產品的食物，黃她徽毒上限為每公斤 15 微克。由於食用油並非高危食
物亦非主要食材，故建議與其他食物看齊，制定黃越徽毒的上限標準為

每公斤 15 微克。

C.

加強規管「廢置食油」的回收

圍

環保署建議修訂〈廢物處置條例〉建立「廢置食油」發牌制度，規定「廢
置食油」只可由持牌的收集商、處置商或出口商回收，而持牌者需備存
文件記錄油的流向，以及只可用作合法的工業再用用途。我們相信建議

可有效監管「經使用去食用油」回收和處置，避免廢置食油重新回流食
物鏈。我們亦期望局方充份了解業界的運作情況，在立法的同時關注上

述做法對相關行業在成本與運作上的影響，並提供適當支援。

D.

設立合理的寬限期

圖

由於是次立法建議會增加業界的行政程序與成本，我們希望局方能主動
諮詢業界意見，協商合理的寬限期並為業界提供適當的協助，以確保業
界能適應新的規定。

E.

強化食品安全事故的應變能力

國

政府過往對食品安全事故的危機意識相對不足，例如食品安全中心在「台
j弩劣質豬油」事件投生後數天才召開首次記者會交代事件，並曾評估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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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影響範固有限，給予公眾警覺性不足的印象。我們希望局方能強化
食品安全的危機意識與應變能力，加強與食品業的溝通與協調，確保能

盡快掌握全面的食品安全事故資訊，並妥善處理資訊發放和「回收、封

存與銷毀」的安排。
國

近年電子媒介盛行，如即時通訊軟件與網絡社交平台，未經證實的食品
安全事故傳聞能借此快速地傳播，加劇大眾對事件的恐慌。有鑑於網絡
資訊傳播的發展，局方應善用電子媒介發放食品安全相關資訊，遇到失
實的傳聞應盡快澄清，減少以訛傳訛的情況。

.
F.

要求食品業須在指定時間內提交資料
由於本港法例並無規定食品業向當局提交資料的時限，令當局處於被
動，拖慢食品安全事故的調查進度﹔加上即使商戶被證實存心拖延提交

資料，結果可能只是罰款了事，難起阻嚇作用。我們希望局方能在是次
修例時加入適當的條文，規定食品進口商及分銷商須在指定時限內按政

府的要求提交交易紀錄，並提高達規的罰則，以確係食品業能妥善保存
交易記錄，明白作為進口商／分銷商／零售商應有的責任。

圖

同時，局方應教導業界以系統性方式整理與係存交易紀錄，強化食品業
的資料保存機制，確保在食品安全事故後能盡快向政府提交資料。

G.

加強與各地食品安全部門的溝通與合作

團

近年劣質食品問題已趨全球化，香港亦不能倖兔，預期未來本港出現劣
質食品的情況只會增加不會減少。打擊劣質食品和打擊犯罪一樣，需要
不同地區哀誠合作。我們要求局方加強與各地的食品安全部門溝通與合

作，優化國際及區域悶在食品安全範疇的情報及訊息交流，以及與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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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及科研單位的技術合作，提升食品安全人員在技術與食品安全事故
應變上的能力，並透過區域合作的方式聯手打擊問題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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