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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首次12月招募 學生畢業即受訓
逾1.2萬人爭當差 增幅1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罪案率之

低世界有名，背後有賴龐大的警隊為市民除暴安

良，維持治安。數字顯示，近年投考警察者亦有

逐年上升的趨勢，單是今年4月至11月已有逾1.2

萬人，較去年同期上升13%。警務處昨日舉辦年

內第二次「警察招募日」，吸引約1,700人應徵，

其中不少為大學生，相信有助提升警隊整體學

歷。警務處人事部警察招募組總督察張國威指

出，由於整個招聘程序歷時數個月，今趟首次於

12月舉辦招聘日，是為了方便通過選拔的在學

青年可在畢業後，即時受訓。

警務處昨日在灣仔警察總部舉辦「警察招募日」，警
員及督察職位各有逾800人應徵，前者起薪點為月

入18,810元，後者入職至少月入33,275元，但需持大學學
位或同等學歷。應徵者昨日首先被安排聆聽講座，由資
深警務人員向他們講解警隊的實務工作，及分享經驗，
加深應徵者對警隊的了解，再進行面試。

錄取過程嚴格 歷時三四個月
投考警員者，同日即被安排進行小組討論式的面試，

通過者將被安排稍後接受體能測試、心理評估、最後面
試及品格審查等，才會被取錄，需時三四個月；投考督
察者則會被安排一個時間先考筆試，通過後再接受一連
串的面試及體能測試，需時近半年。
張國威表示，2012年至2013年財政年度的招聘目標為

1,070人，按年增加150人，其中督察佔180人；整體已成
功招募610人。警方數字顯示，今年4月至11月共有12,287
人應徵見習督察及警員，較去年同期的10,663人上升
13%，其中應徵督察者有5,160人，升幅更高達19%。督

察職位的競爭亦十分激烈，約50名投考人士當中，只有
一人最終獲取錄。

首看語文溝通能力 亦重誠信
他續說，警務處過去只會每年暑假期間舉行一次招聘

日，但為了方便獲取錄的學生可在畢業後即時接受訓
練，故今年首次在12月舉辦招聘日，反應踴躍，應徵者
數目與今年7月的招聘日相若。他強調，遴選時除考慮語
文及溝通等基本能力，亦注重誠信，投考督察者更需具
備優秀的領導能力。警方將於明年1月底的招聘博覽上再
度招募學員。
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體育的黎先生表示，自小便充滿

正義感，希望能當上督察，多於畢業後擔任一名體育老
師。另一名投考督察的城市大學三年生謝小姐認為，警
察的工作很有使命感，亦充滿挑戰性。同樣將於明年高
級文憑畢業的鍾先生則謂，當警察既能幫人，薪金亦
高，他又盛讚12月舉辦招募日的做法更便利畢業生。

港澳律所內地聯營可擴至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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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處：「標時」不宜直搬外國例子

馬頭圍道收窄 上班族預早出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社會各界就實施「標準
工時」熱烈討論，勞資雙方各述理據，政府早前公布《標
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勞工處助理處長（政策支援）陳
圳德昨日出席《城市論壇》時指出，香港與其他地區的營
商環境、行業特性有別，例如香港行業品種較窄，集中金
融、服務及零售業，外國則以工業和農業為主，難以「直
搬外國例子」，強調措施影響深遠，行政長官梁振英將成
立專責委員會，深入討論報告，訂出一個適合香港經濟、
工作文化的做法。

勞資雙方意見分歧
勞工顧問委員會僱主代表劉展灝昨日在出席同一論壇時

稱，措施徹底改變香港的營商環境，對中小企業影響尤
大，削弱競爭力及靈活性，認為無需要立法強制，只需透
過教育等措施鼓勵僱主跟隨。他又引述報告指全港僅
11.4%的僱員超時工作不獲補水，以高技術的管理人員居
多，他們對工時的自主性較高，故認為情況並不嚴重。
勞顧會僱員代表吳慧儀舉例反駁，「工資保障運動」因

僱主參與率偏低，最終需立法訂立「法定最低工資」，認
為有必要立法，但她認同有豁免部分行業的空間。她又指
出，「法定最低工資」落實後，資方聲稱的「40萬打工仔
飯碗不保」及倒閉潮並無出現，質疑資方誇大立法訂立標
準工時的影響。浸會大學管理學系教授趙其琨則認為，
「法定最低工資」的影響尚待觀察，又指需從宏觀經濟影
響評估。

民建聯轟九巴申請狂加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九巴日前宣布向運輸

署申請於明年加價達8.5%，高於通脹，備受市民批
評。民建聯昨日到九巴總部抗議九巴大幅加價，批
評九巴是次提出的大幅加價，並沒有充分考慮市民
的負擔能力，忽視應有的社會責任，並要求九巴採
取降低成本的措施，為市民提供更多車資優惠，並
增加公司透明度，讓公眾密切監察其營運帳目等。

黎榮浩提5大訴求
民建聯區議員黎榮浩等昨日到九巴總部示威。他

們認為，不少低下階層正面對通脹壓力，生活困
窘，對九巴提出大幅加價表示強烈反對，並向九巴
提出5項要求，包括：降低各類營運成本，致力增加
其他非車費收入，積極重組路線減低營運成本等以
紓緩加價壓力；推出更多車資優惠，包括為長途車
程提供車資優惠、推出更多轉乘優惠；研究於行走
相似路段的巴士線，劃一尾程分段收費；增加公司
透明度，讓公眾密切監察其營運帳目；及改善巴士
服務，使用更環保巴士減少對空氣環境污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配合港鐵沙中 工
程，土瓜灣馬頭圍道昨日開始實施首階段臨時交通管
理措施。運輸署表示，昨日早上現場交通大致暢順，
但預計今日首個工作天，交通會較繁忙，署方的緊急
事故交通協調中心會24小時運作監察現場情況。有居
民擔心今日上班繁忙時間會塞車，打算提早1小時出
門，亦有市民批評，現場的改道指示不清晰。

多個巴士站搬遷惹不便
為期4年的臨時交通管理措施第一階段昨日正式實

施，土瓜灣浙江街至上鄉道的一段馬頭圍道，來回6
線改為3線行車，只保留一條北行線及兩條南行線，
第一階段管制措施將會為期一年，沿途多個巴士及小
巴站需要更改位置。
昨日是星期日，車流較少，未見擠塞，運輸署及港

鐵派出數十名職員在現場向居民派發傳單，講解改道
措施，有居民批評指示不夠清晰，「個個職員指示的
方向都不同」。亦有小巴司機擔心行車線減少，埋站

時要與巴士爭路。
今日是改道後首個工作天，有

要前往中環上班的居民擔心交通
擠塞，準備提早一小時出門，
「逢星期一、二、三的交通狀況都
是比較擠塞，往往要提早一個小
時出門，今日會再提早些，因為
路收窄了，擔心更加塞」。有旅遊
巴司機表示，附近較多校巴上
落，相信上下課時間交通會非常
繁忙。另外，由於沿途多個巴士
站搬遷，對附近市民帶來不便，
有居民找不到車站，亦有車站距
離變得遠，步行要花上數分鐘。
運輸署總工程師梁達輝指昨日

早上交通情況大致滿意，預計今日上下班時間車流較
多，「今日是第一個工作天，相信交通會比較繁忙，
始終6線收窄為3線，希望來往九龍東及九龍西的駕駛

人士，盡量使用其他替代路線例如公主道、亞皆老街
等」。運輸署已在現場擺放臨時路牌及電子監測器，
監察交通擠塞情況，而署方的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
會24小時運作監察現場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沙田馬場為
迎接全球最高獎金的「浪琴表香港國際賽
事」，已於看台內新增兩個巨型彩色電視屏
幕，以同時為賽事提供多角度播放。賽馬會表
示，有關屏幕等同於13張乒乓球桌的大小，屆
時可分割為25組畫面並以14種模式組合，顯示
不同的影像及資訊，相信能為入場的市民提供
更優質的賽事播放。

可分割為25組畫面 14種模式組合
以標榜全球最高獎金的「浪琴表香港國際賽

事」每年吸引不少馬迷參與，香港賽馬會沙田
馬場為迎接賽馬界盛事，已於公眾看台內新增
了兩個巨型彩色電視屏幕牆，為入場的市民提
供實時顯示影像及資訊。廣播事務部主管陳王
靜敏表示，有關的巨型電視屏幕牆大小有如13
張乒乓球桌，不但可分割為25組畫面及顯示14
種模式組合，更可按賽事類型自由調配畫面及
資訊的配對，相信能進一步為觀眾提供更優質
的賽事播放。
陳王靜敏說，馬會近年已致力於為場地設施

進行優化工程，其中沙田馬場繼升級巨型電視
屏幕牆後，亦已擴建公眾投注大堂，包括增加
座位至978個，屆時將可容納2,700人，為迎接
馬壇今年壓軸盛事做好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中國司
法部日前修改《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師事務所聯營管理辦法》第二
條，規定港澳律所可以聯營的內地律所擴大至一至
三家，此前則規定港澳律所僅可以與一個內地律所
聯營。據悉，修改後的《辦法》自2013年1月1日起
施行。內地專家對本報表示，司法部此舉意在擴大
港澳律所在內地的發展空間，促進三地律所之間的
交流和合作。

業務地域擴大 增大發展空間
內地著名律師、刑法專家謝通祥對本報表示，司

法部將可以與港澳律所聯營的內地律所擴大到三

家，這意味 ，港澳律所可以接受的業務範圍和地
域範圍都擴大了，未來在內地將有更大的發展空
間。比如，過去港澳律所只能與內地的一家律所聯
營，但今後就可以與北京、上海、深圳的三家內地
律所聯營，這樣，可以接受的業務必定會增加，
「業務多了，工作量就大了，發展空間自然也就大
了」。
不過，按照「聯營」這一規定，雙方不能採取合

夥人或法人的形式合作，雙方的法律地位、名稱以
及財務全部獨立，各自承擔各自的責任，港澳律所
只能辦理涉及港澳的業務，而內地律所也只能辦理
內地的業務。並且，港澳律所只能與計劃聯營的內
地律所的總部簽聯營協議，不能與分所簽訂協議。

中大深研院「啟動」4重點實驗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實習記者 黎玉嬌

深圳報道）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研究院自去年11月新
大樓啟用以來，陸續組建多個實驗室及參與內地科
研合作。研究院日前舉行「全面啟動」儀式，為4
個重點實驗室揭牌，並宣布與深圳市合作的農業生
物孔雀團隊項目啟動。
是次揭牌的實驗室，是深圳市政府認定的重點實

驗室，將獲得深圳市政府資助。4個實驗室分別為
深圳市網絡編碼關鍵技術及應用重點實驗室、深圳
市衛生風險分析重點實驗室、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
資源可持續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中文大學夥
伴實驗室深圳基地）以及深圳蔬菜分子生物技術工
程實驗室。中大深研院科技發展規劃部主任姜少平
介紹指，實驗室目前仍處於組建階段，預計經過兩
年運作後將掛牌。

中大與前海管理局合作
儀式上，中大與前海管理局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雙方將在金融服務、現代物流、規劃建設、政策支
持、信息諮詢服務、科技服務及其他專業服務等領

域開展合作。同時中大深研院與騰訊、聯想、創
維、TCL等10家企業和科研機構，簽署實習基地框
架協議，將為中大學子搭建發展平台，與企業及科
研機構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中大校長沈祖堯表示，今年對中大具有特別意

義，不但深圳研究院全方位發展，而且中大深圳校
區也獲得國家批准開工建設；同時是中大與中國科
學院及深圳市政府組建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第6
年。中大深研院將為深港科技融合提供高效平台，
為粵港澳地區乃至國家科技創新、經濟及文化發展
作出貢獻。

王榮盼建「深港創新圈」
廣東省委常委、市委書記王榮出席儀式時表示，

希望中大深研院發揮優勢，推動生物醫藥、信息科
技、可持續發展等三大優勢領域取得更多成果，更
好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打造「深港創新圈」。
中大深圳研究院大樓坐落於南山區高新產業園

區，建築面積25,000平方米，至今已有逾300位中
大教授註冊成為深研院成員，實驗室總數達11個。

■今趟首次於12月舉辦招聘日，是為了方便通過選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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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昨日到九巴總部抗議九巴大幅加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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