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裕華)

公立醫院今年供內地孕婦分娩的
配額銳減至3,400個，私家醫院
分娩床位需求隨之增加。廉政公
署預料，中介公司賄賂私家醫院
職員，以獲分娩床位的個案將會
增加，廉署已為私院編制有關產
科服務管理的實務指南，加強防
貪。此外，樓宇管理業的貪污情
況持續，去年貪污舉報宗數按年
再升20%，由於舊樓維修需求上
升，公署預料貪污勾當會繼續增
加。
廉政公署4個諮詢委員會昨匯

報去年工作概況。廉署去年共接
獲4,010宗貪污舉報，較前年
3,535宗上升13%，政府部門及公
共機構涉貪佔去年整體宗數
34%，和前年相若，私營機構則
佔66%，按年升19%。今年內地
孕婦在本港公立醫院分娩配額銳
減，私家醫院分娩床位需求急
增，防止貪污諮詢委員會主席區
嘯翔預料，私家醫院相關的貪污

風險將會大增，例如中介機構會
向私院職員行賄，令獲得床位的
機會增加。他指出，廉署防貪處
已編制有關產科服務管理的實務
指南，去年亦曾向香港私家醫院
聯會解釋內容，該署會監察情況
及加強防貪。

區選舞弊投訴倍增
樓宇管理業貪污亦有上升趨

勢，相關舉報個案由前年965宗
增至去年1,160宗。審查貪污舉
報諮詢委員會主席施祖祥表示，
本港不少樓宇老化要維修，工程
承辦商可能會和業主立案法團合
謀作貪污勾當。此外，截至本月
15日，廉署共收到1,182宗有關
區議會選舉的貪污舉報，當中
889宗涉及舞弊，較上屆多近1
倍；另有730宗為種票個案，涉
及2,300個地址7,700人，廉署已
設專責小組調查，亦將和各部門
聯繫合作，確保今年行政長官及
立法會選舉廉潔公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麗珠)  去年通
脹嚴重，即使經濟向好，白領打工族普遍
加薪仍不敵通脹。工聯會屬會文職及專業
人員總會調查顯示，去年經濟復甦，但普
遍文職僱員加薪僅1%至6%，追不上通脹，
工會呼籲僱主今年應加薪8至9%。

工會籲分享成果加人工9%
另有調查指出，受市場不明朗影響，

13%僱主打算削減人手，比去年上升5%，

銀行及金融服務業預料最受影響。
文專總會早前訪問702名各行業白領人

士，了解僱員在去年經濟復甦時的薪酬情
況。結果發現，只有66%受訪者去年獲加
薪，25%被凍薪，7.5%更被減薪。獲加薪
的受訪者之中75%獲加1%至6%，80%受訪
者認為薪酬增幅追不上通脹。
總會權益及社會事務委員會主任王吉顯

表示，去年企業盈利可觀，但僱員卻分享
不到經濟成果，普遍加薪少，工資被通脹

蠶食，令僱員生活百上加斤。他期望，僱
主今年調整薪酬時考慮通脹對員工的影
響，加薪8%至9%，讓員工真正分享經濟成
果。
今年經濟不明朗，人力資源公司Hudson

的調查指出，今年首季有13%受訪公司表
示會削減人手，較去年第四季增加5%，其
中，銀行及金融服務業料最受影響，其次
是資訊科技業。至於招聘方面，今季有
38%受訪公司打算增聘人手，與去年第四
季相若。此外，90%受訪僱主準備發放酌
情花紅，58%計劃發放超過10%花紅，只有
8%打算發放5%或更少花紅。

致電放蛇查詢 揭宣傳失實
內地「雙非」孕婦個案近年急升，與協助內

地孕婦來港產子的中介公司有極大關係。全國
政協委員、民建聯副主席蔣麗芸昨日在記者會
上表示，民建聯早前調查這些近年如雨後春筍
般出現的內地中介公司，更致電到3家中介公
司查詢服務詳情和收費，發現他們在內地廣
泛、大規模地宣傳及鼓勵內地人來香港產子，
更有誇大、失實之嫌，如訛稱香港所有中學畢
業生都可以免試入讀內地名牌大學，及在香港
誕下的嬰兒不算「超生」等。

中介一條龍服務收20萬
民建聯的調查又發現，提供來港產子服務的

中介公司已發展得相當具規模，在香港、深
圳，以至內地長江以北的多個內陸城巿都設有
辦事處，提供深、港兩地的住宿、交通、代辦
證件甚至安排風水師為嬰兒改名等一條龍服

務，收費由1.8萬元（人民幣，下同）至20萬
元之間。

揚言「孕婦」進港 篤定有床位
同時，民建聯職員早前致電一家內地中介公

司，查詢懷孕5個月婦女到香港生子的收費及
服務詳情，該公司職員報價收費為7萬元，並
揚言有辦法安排「客人」進入香港，還肯定孕
婦能在香港醫院取得床位。被問到詳細辦法
時，對方不斷重複「現在不能告訴你」，勸說
只要付錢和配合安排便可順利抵港產子，令人
懷疑該公司會協助客人「衝關」，甚至提供非
法住宿位等。
蔣麗芸認為，自從去年初已非常關注「雙非」

孕婦來港產子情況，內部並不時就此議題進行
調查和研究，發現中介公司的宣傳廣泛，服務

遍及全國，又熟悉香港的制度和法律漏洞，種
種因素令近年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數字大幅增
加。為此，民建聯將於今年3月北京「兩會」
期間，向中央政府提案監管中介公司，要求內
地有關部門與特區政府合作解決這個日益嚴重
的來港產子風氣。

周浩鼎指應立即調查
民建聯保安事務副發言人周浩鼎補充說，香

港和內地政府應該加強合作去規管這類中介公
司，首先應立即調查，全面了解它們的經營情
況，其次是要嚴肅處理、嚴加處罰它們的違規
行為，並針對如協助未取得預約證明書的孕婦
衝關、訛稱有和香港的婦產科醫生、醫務所、
私家醫院合作、安排顧客入住違規經營的「孕
婦公寓」等行為作出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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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兩會提案 嚴打失實中介
訛稱港生免試入北大清華及可助「雙非」孕婦來港

復職令研修罰則 僱主或入獄3年
替補機制新安排 多黨支持

新社聯請願 促財爺助中產基層 「黑客」入侵案升 警研設網安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隨

醫院產房、母嬰健康服務和幼稚園、小

學學額陸續爆煲，「雙非」孕婦來港產

子問題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民建聯調

查了多間協助「雙非」孕婦來港的內地

中介公司，發現不少公司均聲稱可安排

客人進入香港，並「肯定」她們定能在

香港醫院取得床位，部分更作出誇大失

實的聲明，如有中介公司訛稱香港所有

中學畢業生均可免試入讀北大、清華等

內地名牌大學。民建聯多名擔任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的成員，將

於今年「兩會」期間提案，要求內地協

助規範、監管中介公司經營手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將於下月1日發表2012/13年度財政
預算案。新界社團聯會30多名代表請願，
要求在新年度預算案中為中產人士紓緩稅
務負擔，及為「N無人士」提供電費資助
和租金津貼等。
新社聯理事兼北區區議員陳勇、沙田區議

員李世榮及30多名代表昨日就新年度預算
案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當局在新預算案
中採取措施，照顧基層市民、中產人士及
長者，包括放寬申請食物銀行的資格和優
化「食物券」、協助減低交通費負擔、提高
傷殘金金額、將高齡津貼的「廣東計劃」
擴至「福建計劃」、向回鄉居住並領取綜援

金者提供醫療資助、縮短綜援金金額的檢
討期等。

籲擴醫療網絡 加快補充醫護
同時，他們建議擴建目前的醫療網絡並加

快補充流失的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向兒童發
醫療 、增設中醫診所、將12年免費教育擴
大至19年，資助學生的課外活動費用，大力
發展本土農業、水產和扶助禽畜養殖業、發
展有機耕作、促進本地花卉業發展；在發展
經濟方面，則建議加強支援社會企業、設立
保育基金、支援青年人北上發展等。
陳勇及李世榮表示，歐債危機及美國經

濟未見明顯復甦，對香港經濟的負面影響
已陸續浮現，再
加上通脹、公共
事業陸續加價等
因素影響，民生
問題將首當其衝
受到影響，要求
特區政府考慮當
前環球經濟下滑
的風險及在今年
度財政盈餘比預
期多的情況下，
要調低稅收及凍
結政府收費，推
出更多措施紓解
民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政府為打擊不
合理解僱打工仔的無良僱主，計劃修改
《僱傭條例》，當勞資審裁處裁定僱主，須
讓被不合理解僱的僱員復職，而僱主又不
願安排時，便必須向員工支付相當於月薪3
倍，上限為5萬元的補償；若僱主超過14天
的期限不繳付，便屬觸犯刑事罪，可最高
罰款35萬元及入獄3年。立法會人力事務委
員會將於本周五討論修例建議。
勞工及福利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指

出，現行法例規定，僱主並非有正當理由
解僱僱員，便視為不合理或不合法解僱，
僱員可向勞資審裁處提出申索。勞審處可

判僱主向僱員發出最高15萬元的補償金，
或強制僱主讓僱員復職。然而，法例卻列
明，僱主若不同意強制復職，可不執行強
制復職令。
當局建議修例，日後僱主不遵從強制復

職令，會被檢控，除要向對方賠償月薪3倍
(上限5萬元)之外，更可被罰款35萬元及最
高入獄3年。勞工處指出，過去逾14年多，
共處理6,653宗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申索個
案，絕大多數僱員要求金錢補償，只有46
宗要求復職，平均每年逾3宗，成功爭取復
職有14宗，未能和解的個案有28宗，需轉
介勞審處處理。

舊政府總部一併評級 西座或免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政府早前決定

將舊政府總部西座拆卸，發展32層高商業
大廈，而中座及東座則會保留。有消息
指，古物古蹟專家小組會將3座建築一併進
行歷史評級。
如果把政府山的東、中及西座一併評

級，而不是逐座評級，有可能拉高西座的
評級，避免清拆。
消息指出，專家小組昨日開會決定，把

政府山3座建築一併做評級，但評為哪一級
就未有定案，預計最快2月會把報告交給古
諮會，作最終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堵塞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辭職再補選的漏洞，特
區政府完成替補機制公眾諮詢後的修訂方
案，並預告短期內出爐。據了解，當局傾
向建議限制立法會議員一旦辭職，仍會舉
行補選，但會禁止辭職議員半年內再參
選。立法會多個黨派的議員均支持有關方
案，認為既有法律基礎亦有阻嚇性。

方案存技術問題未公布
特區政府去年就替補機制安排進行3個月

公眾諮詢，並於去年9月結束。據悉，諮詢

報告最快本可於昨日交行政會議審議，並
隨即公布，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言人在
接受傳媒查詢時指方案尚有技術問題在處
理中。
立法會多個黨派均支持當局的新建議，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認為，禁止議員再參選
的限期較短，在法律上應站得住腳，「禁
止議員再參選只有幾個月時間，法律基礎
應該較穩固，即使有人提出司法覆核，當
局也能應付到」。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亦指，方案雖未能完
全堵塞「玩 」的漏洞，但已經有一定阻

嚇性，「有關議員第一要肯辭職，即使替
補他的人也再度辭職，以讓他補選入議
會，但我相信公眾眼睛是雪亮的」。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表示，支持原有替
補機制的安排，但如經諮詢後禁止議員辭職
半年後再參選的安排得到更多人支持，又沒
有牴觸法律，她亦會考慮支持新方案。
不過，反對派仍聲稱新方案違法《基本

法》，公民黨前黨魁余若薇稱，參選是公眾
的基本權利，故各國家及地區均沒有禁止
議員因政治理由辭職後再選，至於市民是
否支持這種行為，則應由公眾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裕華) 網上罪案層
出不窮，警務處昨匯報去年罪案情況時
指，去年共發生2,206宗網上罪案，較前年
升34.3%，涉及金額1.49億元，又指分散式
阻斷網絡服務，即「黑客」入侵案件飆
升，由前年1宗增至去年11宗，當中9宗受
害者為金融機構。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表
示，今年把打擊科技罪案列為首要行動項
目，考慮設立網絡安全中心，與海外執法
部門及科技業界合作，收集情報打擊有關

罪案。
曾偉雄昨匯報去年

罪案情況時表示，去
年本港治安狀況穩
定，共75,936宗案
件 ， 較 前 年 微 跌
0.04%，當中兇殺、
傷人及嚴重毆打、家
庭暴力、嚴重毒品罪
行等案件均下跌，三
合會相關罪案、盜
竊、刑事毀壞等則上
升不足10%。

「網罪」升34％ 涉款1.49億
不過，網上罪案大幅增加，去年共2,206

宗，較前年升34.3%，涉及金額約1.49億
元，曾偉雄表示，網上罪案已轉型，「以往
是網上遊戲詐騙為主，現此類罪案已是科技
罪案的『榜末』，涉及商業機構的網上罪案
越來越多」。他指出，「黑客」入侵案件由
前年的1宗飆升至去年11宗，均來自海外，
當中有9宗的「受害者」為金融機構，網絡

系統遭「黑客」植入病毒致癱瘓，未知屬惡
作劇還是圖取利益，仍需調查。他又指，有
不法之徒以電郵冒充受害人家屬或生意夥
伴，欺騙受害人匯款到指定銀行戶口，有關
案件由去年初數宗，增至年底每月超過20
宗，損失金額超過4,920萬元。
曾偉雄表示，警方把打擊科技罪案列為

今年首要行動項目，考慮今年底前設立網
絡安全中心，統籌各部門打擊有關罪行，
又會與海外執法部門及科技業界合作，收
集情報以便偵查，及早預防政府或商業機
構的網絡系統遭入侵。
警務處並向警員發出《使用社交媒體指

引》，提醒警員使用社交網站時要注意的事
項，如不可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不可
洩漏警隊機密、不能破壞警隊形象，並符
合政治中立和社會價值觀。另外，警方去
年共拘捕440名示威者，當中390名於去年3
場大型遊行中被捕，有230多名沒被檢控的
被捕人士收到律政司的書面通知書。對於
警方被指濫捕示威者，曾偉雄回應指，會
轉告律政司，要求他們向立法會解釋，又
強調警方依法辦事。

80％白領去年加薪跑輸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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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在新年度

財政預算案

採取措施，

紓緩基層及

中產面對的

生活壓力。

■ 曾 偉 雄

(中)表示，

警方把打擊

科技罪案列

為今年首要

行動項目。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林裕華 攝

■蔣麗芸認為雙非問題與中介公司有密切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區嘯翔表示，今年內地

孕婦在本港公立醫院分娩

配額銳減，對私家醫院需

求急增，相關貪污風險將

大增。 香港文匯報

記者林裕華 攝

▲貪污問題諮詢委員

會主席史美倫表示，

去年貪污舉報宗數較

前年上升13%。

香港文匯報

記者林裕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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