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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營商規管指引
誤導性遺漏

例子：美容集團向消費者推銷由醫生進行的移植幹細

胞服務，但卻沒有在消費者付款前披露治療風險，以及

只有某類特定消費者才適合移植（須諮詢醫生的意

見）。

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

例子：營業員深夜造訪某單位推銷收費電視服務，單

位內獨居長者被驚醒並開門，雖然該名長者表示對服務

沒有興趣，但營業員拒絕離開，並且催促他簽約。

餌誘式廣告宣傳

例子：航空公司提供特價機票，消費者可在農曆新年

假期乘搭該公司任何航班往馬來西亞，並廣為宣傳，該

公司去年曾推出類似活動，成功出售超過3500張機票，

可是這次只能提供500個機位，在顧及航空公司經營業

務的市場性質及廣告宣傳性質，沒有合理理由相信該公

司將能在合理期間內，按優惠價供應合理數量的機票。

先誘後轉銷售行為

例子：商戶在櫥窗宣傳以4,000元出售一台電視機，較

市價低30%，他其實沒有出售該電視機的意圖，只想利

用宣傳作為誘餌，以便出售另一型號的電視機。一名顧

客被這項優惠吸引，並向商戶訂貨，但該商戶拒絕接受

訂單，繼而向顧客推介另一型號的電視機。

不當地接受付款

例子：某餐廳以折扣價出售晚餐券，條款訂明必須在

購買日起3個月內使用，該餐廳最終在一周內售出8,000

張餐券，然而該餐廳只有20個座位，即使已按正常損耗

率扣除部分不會使用的餐券，亦不可能在3個月的有效

期內兌現所有餐券。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網站 製表：記者文森

海關通訊局發指引 諮詢公眾至下月中
規管不良營商 特價減價慎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軟硬兼施逼消費者就範的不良營銷手

法，日後將會納入規管。香港海關與通訊事務管理局昨針對不良營商

手法發出執法指引，建議將5大類別(見表)的不良手法，包括誤導性遺

漏、威嚇式手法等納入規管，例如以平價產品作招攬後，誘導消費者

購買另一款產品，或刻意隱瞞產品資訊，亦有可能構成刑事罪行。海

關關長張雲正指出，除提出檢控，新指引增設緩衝區，違反指引的商

戶，需簽兩年承諾書，可避免刑事檢控。有關指引的公眾諮詢現已展

開，市民可於下月17日前提交意見。

如何才算違反條例？負責執行新條
例的香港海關及通訊事務管理

局，昨日就《2012年商品說明（不良營
商手法）（修訂）條例》發出執法指
引，並展開公眾諮詢。該修訂條例的適
用範圍由商品擴大至服務，例如價格的
計算方法亦會一併納入規管。有關價格
的詞語，如「特價」或「減價」，商戶
應謹慎使用，以免誤導消費者。

針對美容通訊 包含5種手法
指引中針對美容、通訊等行業，建議

將5種突出的不良營商手法增訂為罪

行，包括誤導性遺漏、具威嚇性的營業
行為、餌誘式廣告宣傳、先誘後轉銷售
行為及不當地接受付款。指引內引入多
個例子，如美容集團疲勞轟炸式銷售美
容纖體療程，屬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

擬設緩衝區 允兩年不犯免檢控
海關關長張雲正指出，新指引納入新

的執法方式。涉嫌違反條例商戶，可先
採取民事執法方式，簽署承諾書，保證
兩年內停止及不再重犯有關行為，同時
需補救該行為所造成的傷害，配合執法
機關的巡查遵從承諾，可避免刑事檢

控。另外，海關亦可向法庭申請強制
令，命令商戶不可重犯。若商戶持續長
時間違規，或集團式犯罪，對公眾健康
安全造成風險等嚴重違反條例行為，海
關則會提出刑事檢控。而採取民事執法
或刑事檢控，最終需交由律政司決定。
張雲正認為，雖指引只作教育、輔助

及協調，並無法律效力，但若營運商違
反指引，或可成為法庭證供，海關每年
會對指引作適時檢討。他坦言對服務方
面的搜證不容易，但海關會繼續加強與
消委會、通訊事務管理局之間的溝通，
建立電子溝通機制及增派臥底顧客搜集
證據等。

200商戶助傷殘人士 社聯頒無障消費獎

六成轉工自願 旺市「被炒」勁減

不礙警調查 海難下周如期聆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南丫島撞

船事故調查委員會決定如期於下周三展開聆
訊，證人名單將由42人減至37人，最快下周
傳召涉案船隻的乘客問話。委員會主席倫明
高指出，警方的刑事調查快將完成，即使需
呈交高院處理，亦相信陪審團會按法庭的第
一手證據及法官引導，作出公正裁決；同
時，由於聆訊初期只需審議5分鐘雷達紀錄
及9頁專家報告，認為各方律師將有足夠時
間消化，故否決律政司、港燈及港九小輪的
延期申請。

首批證人名單42人減至37人
南丫島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昨日就聆訊日

期再度開庭，決定如期於下周三正式展開聆
訊，其間有多名證人上庭作證，委員會代表
大律師石永泰透露，部分早前或會出席聆訊
的證人，因個別理由未能上庭，故首批證人
名單將由早前的42人改為37人，但當中仍包
括3名執法人員、1名專家、16名「南丫4號」
乘客、13名「海泰號」乘客及4名「南丫2號」
乘客。他稱，聆訊期間將先傳召執法人員與
專家問話，並預計最快下周可傳召有關乘客
上庭。
對於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早前引用英國案

例，指過早披露聆訊資料，或會影響警方的

刑事調查及檢控工作，並誤導陪審團作出錯
誤裁決，故申請延遲聆訊至明年1月。倫明
高在判詞中認為，本港與英國的情況大不
同，警方調查亦已進入尾聲，只欠本月底提
交的專家報告，故相信聆訊不會妨礙警方的
刑事調查。

先審議海事處5分鐘雷達紀錄
他稱，加上律政司亦曾透露，若日後涉案

人士被控誤殺，亦毋須要求延遲研訊，即使
最終需交予高等法院處理，屆時陪審團不僅
可參考法庭的第一手資料，主審法官亦會作
出指示，引導陪審團根據具體證據及證人供
詞，作出不偏不倚的裁決，故沒有任何需要
延期的理由。
此外，對於港燈和港九小輪代表律師曾表

示，需要更多時間消化涉案資料，惟倫明高
反駁表示，委員會將接納薛偉成的建議，在
聆訊初期先審議由海事處提供的5分鐘雷達
紀錄，及由英國專家Pryke撰寫共九頁紙的
專家報告，認為有關資料簡短，雙方律師有
足夠時間消化，故同樣不存在延遲聆訊的需
要。他指，有關方面如欲再度傳召Pryke及
證人問話，可向委員會申請延期，委員會將
按情況考慮。
出席聆訊的除了港燈與港九小輪代表律

師，亦有於海難中痛失家人的家屬。對於聆
訊如期，有遇難者家屬相信，公眾與向家屬
都想盡快了解事故的來龍去脈，並釐清海難

事故責任誰屬。他稱，雖然難免勾起病苦回
憶，但為了與已離世的家人討回公道，仍會
抽空旁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立法會政
府帳目委員會昨日就本港空氣質素未達標展
開聆訊，港府承認過往處理空氣質素表現被
動。對於有議員質疑當局改善空氣措施只屬
「紙上談兵」，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回應表示，
港府制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已到最後階段，
冀明年初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

25年未達標 「紙上談兵」挨批
審計報告早前指出，環保署自1987年訂立

空氣質素指標後，從未對指標作出任何修
訂，令本港的空氣污染質素25年來從未達
標。昨日有議員批評，空氣污染指標訂立
後，審計署曾兩度對環保署工作提出建議，
惟港府只懂研究改善空氣質素，對落實有關
管制卻「紙上談兵」，最終危害市民健康，對
此表示遺憾；更有議員質疑，當局要到2014
年才更新指標，浪費了27年時間。
環保署署長王倩儀解釋，署方原打算於

1997年參考美國引入可吸入懸浮粒子PM2.5
的指標，惟當時美國在引入有關指標時，卻
受長達5年的訴訟影響，故有關計劃只能擱
置；至世衛於2006年更新空氣質素指引，當
局隨即就套用有關指引，進行顧問研究、檢
討及公眾諮詢，至今年1月才獲行會通過採納
建議，但由於立法需時，故目標才定於2014
年才生效。

陸恭蕙：將主動收緊指標
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承認，過往政府處理

空氣質素的態度被動，強調港府應採取主動
的方式，作出大幅度減排及收緊空氣污染指
標，相信將來可藉觀察內地在改善空氣污染
的表現，以便關注本港未來的健康方向。
黃錦星則指出，現時二氧化氮及可吸入懸

浮粒子仍是路邊污染的主要挑戰，尤以巴
士、欠保養的老舊柴油車，及石油氣車輛使用失效減排
催化轉換器為主要元兇。他表示，港府制定空氣污染管
制條例已達最後階段，冀明年初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條例
修訂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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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年底又是打工仔「轉
工跳槽」之時。統計處一個專題報告指，本港1月至3
月有331,000名打工仔轉工，逾六成屬自願性質，「被
炒」的只有11.5%，即38,000人，較10年前大幅下降，
反映本港經濟情況好轉，公司結業和企業刪減職位的
情況明顯減少。不過，年輕一族仍是高流動族群，有
102,900名19歲至29歲的打工仔曾經轉工，佔同期轉工
人數的20.5%。薪金方面，在2012年轉工人士的每月就
業收入中位數為9,600元，亦較2010年的9,000元為高。

統計處報告 年輕人流動性高
統計處在2012年1月至3月進行「就業人士轉工情況」

專題訪問，約331,000名人士在統計時正在就業並於統
計前12個月內曾在香港轉工，當中242,800人（73.4%）

在統計前12個月內曾轉工一次，20,500人（6.2%）更
曾轉工10次及以上，當中主要為從事建造業的工藝人
員、操作員及雜工，由於承判工作是該行業的常規，
使該些工人須頻密地轉換不同判頭提供的工作，因而
他們的轉工次數較從事其他行業／職業的人士為多。
轉工不外乎自願或「被炒」，訪問發現201,500人

（60.9%）屬自願轉工，最普遍的離職原因是「收入不
理想／僱員福利欠佳」（17.3%）及「不喜歡工作性質
／公司行政／同事／職員」（13.6%）。而38,000人
（11.5%）則是非自願轉工，即「被炒」，主要原因是
「公司結束營業」（4.9%）及「職位被取消」（2.5%）。
與過往專題訪問所得的結果比較，非自願轉工人士所
佔的比例由2002年的31.6%，顯著下降至2012年的
11.5%，統計處表示，由於在該段期間本地經濟環境

及勞工市場情況改善，公司結業和企業刪減職位的情
況在2012年明顯減少。

低收人士比例大 搵新工變易
統計處又發現，轉工人士現時從事工作的每月收入

中位數為9,600元，較整體就業人口的每月就業收入中
位數12,000元為低。估計可能是由於與整體就業人口
比較，有較大的比例為工藝及有關人員、機台及機器
操作員及裝配員和非技術工人（44.5%）。
市道好「搵工」亦較易，轉工人士找新工作的中位

數為12天，約39%在離開上一份工作後1個月內已尋
獲新工作，25.2%需要1個月至少於3個月的時間找尋
新工作。另外，按性別分析，男性轉工人士的平均轉
工次數（1.6次）較女性的（1.4次）為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外出用
膳和購物，對不少健全人士來說，是簡
單不過的事，但對四肢行動不便、以輪
椅代步的羅偉祥來說，卻是天大的難
事。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副主席羅偉
祥指出，不便輪椅人士出入的街舖多達
80%，其餘20%即使有斜路亦不時堆滿
雜物，但締造無障礙消費環境其實一點
都不難，只需花約2,000元就可添置摺疊
式的手提斜板，讓輪椅人士可以「越過」
門前一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昨日向近
200間商戶頒發「無障消費星級獎」。

小肥牛蛋撻王獲三星級獎
社聯今年10月至11月以問卷訪問299名

弱勢社群人士，包括殘疾人士、少數族
裔和長者等，結果發現，最經常遇到障
礙是服務員缺乏耐性溝通，以及店舖的
出入口不便進出，致他們未能進出商

舖。社聯今年1月推出「無障消費計
劃」，已有逾400間商戶參加，當中近半
獲星級獎項，其中91間更獲頒三星級
獎，包括小肥牛火鍋活魚專門店的10間
分店、蛋撻王的7間分店，以及「卓思
廊」復康用品9間分店等。
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在昨日的頒獎

禮上致辭時指出，獲得三星獎須為殘

疾人士提供無障礙消費體驗，不論在
軟件和硬件方面，亦須獲使用者提
名，期望「每粒星在社會上發光發
熱，令弱勢社群可以與健全人士一樣
享受生活」。而出席同一場合的平機會
主席林煥光表示，期望計劃可以進一
步推廣，吸引更多商戶參加，從而帶
動社會文化改變。

■民航處與駐港解放軍等昨舉行2012年搜索及救援演習，共有8個單位參與，包括駐

軍，水警，海事處，消防處等。圖為飛行服務隊的超級美洲豹型直升機示範拯救海上模

擬生還者。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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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小輪代表要求延遲聆訊的申請被否

決，下周三如期展開聆訊。 郭兆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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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偉祥（中）指出，締造無障礙消

費環境，只需花約2,000元就可添置

摺疊式的手提斜板，方便輪椅人士進

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廖穎琪攝

■香港海關與通訊事務管理局昨針對不良營商手法發出執法指引，建議將5大類別

的不良手法納入規管。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錦燕攝

救

援

演

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