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4 ■責任編輯：孫君犖 2013年3月21日(星期四)聞新

社
評

W
E

N
 W

E
I 

E
D

IT
O

R
IA

L

房委會昨日公佈，最後一批832個居屋貨

尾單位，包括曾涉及短樁的天水圍天頌

苑，於3月28日至4月10日接受申請。事實

上，這批居屋貨尾單位大部分空 置了14

年，存在不少問題，當局應妥善解決，避

免以後引起糾紛。這批居屋貨尾單位售完

後，再無居屋出售，當局應加快居屋建

設，推出更多資助房屋單位供應市場。

今次發售的居屋貨尾單位，其中曾爆短

樁醜聞的天頌苑佔825個為數最多，房委會

邀請傳媒參觀，有專家到一個單位測試，

短暫時間就找到4個問題，包括浴室和廚房

地板磁磚，部分為「空心磚」，以廚房最為

嚴重，專家指出空心磚較容易剝落，而且

單位地台微斜，主人房廁所水箱開關亦有

漏水跡象。當局應妥善解決問題再出售，

避免業主今後徒增煩惱，並引發與房委會

的糾紛。

短樁案令天頌苑的部分單位無法出售，

致使天頌苑公共位置的管理費一直只由已

經出售的單位的業主承擔，但相關的業主

認為管理費需由房署共同承擔，因此指責

房署拖欠管理費連同利息7千多萬港元，並

入稟追討。在最後一期出售剩餘居屋貨 尾

單位計劃前，房署表示願支付1千多萬和

解，但被業主拒絕。短樁案的責任在於房

署監管工程不力，因此公共位置的管理費

只由已經出售的單位的業主承擔並不合

理。有關法律訴訟，房委會亦應妥善解

決。

這批居屋貨尾單位售完後，再無居屋出

售，當局應加快居屋建設。當局曾公布十

招增加房屋及土地供應措施，當中包括將

市區重建局一幅原本預留作重建「樓換樓」

的啟德用地，抽起撥予房屋委員會建居

屋，當時料可建480個單位。房署開快車於

最近完成概念設計，計劃共提供約550個單

位，較原先預計的單位數目增加一成半，

預計可容納人口約1700人，地積比率約五

倍。當局應因應市民對居屋單位的需求，

進一步增加單位供應，還可考慮將賣地和

鐵路上蓋的流標項目，改為興建居屋，以

應付市民需求。此外，當局可考慮居屋私

人參與計劃，建築時間會快捷得多。

塞浦路斯政府銀行存款稅議案以36票反對、19

票棄權被否決。塞浦路斯雖避過存款稅爭議，但

國家財政仍陷泥潭，歐盟多國因各自的政治經濟

利益，對援助產生厭倦情緒。歐元集團在協調難

度大增的情況下，對如何拯救塞浦路斯仍然茫無

頭緒，凸顯歐盟內部矛盾重重，歐債危機有可能

惡化。歐盟需檢討援助對策，避免危機惡化影響

環球金融市場。

雖然有關議案在全無贊成票的情況下被否決，但

塞浦路斯徵存款稅的背後，凸顯出歐盟各國各自為

政、逐漸鬆散。塞浦路斯銀行貸款涉及不少外國存

戶，該國欲以存款稅轉移自身債務予外國，只會觸

動外資逃亡潮和全國擠提，更激發塞浦路斯和俄羅

斯之間的矛盾，增加歐盟國和俄羅斯的裂痕，措施

本是死路一條，但歐洲央行仍然建議以「搶錢」措

施作為援助塞浦路斯的條件，便被外界質疑歐洲央

行的中立性。德國等歐元區金主國早已對援助歐盟

他國感到厭倦，由於紓困協議與德國大選選情息息

相關，德國成為力推今次存款稅的幕後黑手，務求

避免繼續陷入金主國的泥潭，塞浦路斯為急尋援

助，只能被動接受條件。

塞浦路斯目前積極向俄羅斯求援，游說延長貸款

期限。為免令國家債務違約，塞浦路斯料將進一步

爭取與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歐洲央行與國際貨幣

基金重新討論貸款條件。然而，這些重要歐元集團

協助歐盟各國的熱情有淡化趨勢，援助協調難度大

增。塞浦路斯存款稅事件重燃歐債危機憂慮，稅案

被否決後，現時塞浦路斯金融體系仍然命懸一線，

歐盟各國應開啟新一輪談判。100億歐元援助只屬

很小數目，歐元集團應妥善解決。

從歐盟各國對塞浦路斯的援助態度來看，亟須歐

盟各國從事件中檢討對策，積極找尋出路。希臘

自2010年因飽受財困而爆發歐債危機後，愛爾

蘭、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歐洲多國亦先後陷入債務

困局，部分非歐元區國家的歐盟成員國也牽涉其

中，危機陰霾至今持續未散。塞浦路斯經濟規模

雖小，但如出現無序違約，仍會威脅歐元地位，

若再次觸發歐洲多國政經動盪，隨時牽動全球金

融市場。歐盟過去為應付歐債危機費盡心力，近

半年形勢有所紓緩，塞浦路斯在歐元區存留與

否、塞浦路斯如何自救，都需要歐盟各國重新檢

視對策，團結應對，否則將進一步影響國際投資者

對歐元區的信心。

(相關新聞刊A6版)

妥處短樁貨尾 加快居屋建設 避免歐債惡化 歐盟須檢討對策

港月薪中位數 升幅跑輸通脹
物管保安清潔墊底 專家指去年經濟差累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寶）統計處最新數字指

出，本港去年5月至6月的每月工資中位數為

13,400元，上升4.3%。數字看似理想，但事實

上，去年5月至6月，本港通脹高達5.1%及5.6%，

工資升幅嚴重跑輸通脹。調查又指出，男性的每

月工資中位數較女性高，前者為15,000元，後者

為11,700元。以行業計，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

服務的每月工資中位數最低，只有9,100元，教育

及公共行政的每月工資中位數就居首位，有

23,500元。有人力資源顧問表示，與去年全年

3.8%至4.5%的加薪幅度相比，4.3%是屬合理升

幅，雖然跑輸通脹，但亦要顧及本港去年經濟情

況欠佳，影響人工加幅。

2012年5月至6月每月/小時工資中位數
項目 每月工資 按年升幅 每小時工資 按年升幅

中位數（元） 中位數（元）

按性別

男性 15,000 5.6% 60.0 4.3%

女性 11,700 6.4% 49.7 5.5%

按年齡組別

15－24 9,500 5.6% 38.9 4.9%

25－34 14,000 6.9% 56.6 5.4%

35－44 15,300 2.2% 63.1 2.1%

45－54 13,400 5.5% 55.0 5.8%

≧55 11,100 1.0% 46.7 0.1%

按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9,000 2.7% 34.3 2.8%

中一至中三 10,300 3.3% 40.0 5.1%

中四至中七 12,400 3.7% 50.2 3.7%

專上教育 22,000 2.0% 91.7 2.9%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寶

各行業每月/小時工資中位數
行業 每月工資中位數（元） 按年升幅 每小時工資中位數（元） 按年升幅

製造 12,500 3.8% 52.2 1.8%

電力及燃氣供應；污水處理、廢棄物管理及污染防治活動 23,000 4.5% 85.2 1.6%

建造 16,100 6.3% 66.7 8.4%

進出口貿易 15,000 3.4% 63.7 4.0%

批發 11,600 5.2% 46.6 4.8%

零售 10,300 4.2% 38.5 6.0%

陸路運輸 14,000 5.7% 62.9 2.0%

其他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 13,500 1.0% 51.7 3.4%

飲食 9,400 4.4% 35.2 5.6%

住宿及其他膳食服務活動 12,500 6.0% 46.2 7.4%

資訊及通訊 17,000 6.3% 68.5 1.2%

金融及保險 22,000 1.5% 87.1 0.8%

地產活動 17,500 7.4% 69.8 0.7%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 9,100 3.8% 31.1 7.2%

專業、科學及技術活動 18,500 5.1% 71.7 0.7%

行政及支援服務活動 12,800 2.4% 52.0 4.2%

旅行代理、代訂服務及相關活動 11,400 5.6% 50.4 4.5%

教育及公共行政(不包括政府) 23,500 4.9% 108.9 3.7%

人類保健活動；以及美容及美體護理 15,500 3.3% 68.9 14.2%

雜項活動 9,200 5.0% 37.5 7.5%

以上沒有分類的其他活動 12,500 6.8% 50.4 0.8%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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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

臨近4月，本港將踏入雨季，為減
少港島北等低窪地區的水浸風險，
渠務署創新應用半山截洪、反井挖
掘及同步爆破等先進技術，建設本
港規模最大的港島西雨水排放隧
道，預計能抵禦50年一遇的洪水。
渠務署表示，從昨天起會陸續打開
34個水閘，可截取逾30%半山區的
雨水並排出數碼港海面，能有效紓
緩下游地區的水浸壓力。

半山截逾30%雨水 數碼港排洪

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全長11公
里，內徑介乎6.25米至7.25米，是
全港最長及直徑最大的雨水排放隧
道。隧道由大坑延伸至數碼港，可
在半山雨水收集區截取逾30%的雨
水，再經過主隧道去到數碼港，直
接排出海面，每秒最多可截取135
立方米的雨水，相當於1分鐘可填
滿3個奧林匹克標準游泳池的水
量，足以抵禦50年一遇的暴雨。

渠務署總工程師戴懷民指，雨水
排放隧道的建造工程中，應用多項
創新建造技術，包括半山截洪、反
井挖掘及同步爆破。工程在半山區
開始挖掘，可避免在市區內開掘新
渠道所引起的交通問題；反井挖掘
則是採用由下而上的豎井挖掘技
術，能減少噪音及泥層對附近居民
的影響；工程在挖掘隧道的同時，
利用「窗口」時間，同步安全地進
行爆破工程，縮短工程的施工時
間。

因應雨季即將來臨，戴懷民表
示，會在4月前陸續打開隧道內34
個水閘，配合上環洪水泵房、皇后
大道中的洪水截流工程，以及正在
興建的跑馬地蓄洪池，相信能有效
紓緩中環、金鐘、灣仔、銅鑼灣等
低窪地區的水浸壓力。

列「21世紀香港十大傑出工程」

另外，香港工程師學會昨日宣布，港島西雨
水排放隧道被評選為「21世紀香港十大傑出工
程項目」。香港工程師學會於今年2月底，開始
舉辦「21世紀香港十大傑出工程項目」，共接
獲7,342人投票。十大傑出工程項目，頭三名
分別為昂船洲大橋、淨化海港計劃和港島西雨
水排放隧道；其餘包括岩洞內建配水庫 ─ 港
大百周年校園擴建規劃實現可持續發展、e-
道、深港西部通道、環球貿易廣場、香港濕地
公園、晨曦島可再生能源系統以及香港西鐵
線。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蔡健權冀望，透過獎
項展覽等不同類型活動，吸引年輕一代投身建
造行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一屆最
低工資委員會昨日舉行首次會議，聽取

「2012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及
「2011年經濟活動按年統計調查」的主要結
果。委員會主席翟紹唐表示，委員會的主
要職責是應行政長官的要求，就法定最低
工資水平，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
建議報告。在作出建議時，委員會必須顧
及在防止工資過低與盡量減少低薪職位流
失的目標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以及維持
本港經濟發展及競爭力。

翟紹唐表示，法定最低工資對社會各界
有重要的影響，委員會全體成員會按以數
據為依歸的原則，並參考香港的社會、經
濟及就業情況，和充分考慮各界意見，客
觀持平地執行委員會的職能。

委員會是根據《最低工資條例》設立，
12位委員會成員包括來自勞工界、商界和
學術界的人士以及政府人員。主席及9位
非官方成員均以個人身份獲委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寶）港府前年5月實施最低工
資，規定僱員時薪不能低於28元，兩年後檢討，今年5
月將會加至30元。不過，根據統計處數字，去年5月至6
月，本港僱員的每小時工資中位數為54.8元，按年上升
4.6%，當中屬「四大低收入行業」的物業管理、保安及
清潔服務，每小時工資中位數是31.1元，按年上升
7.2%，遠超當局規定的最低工資。人力資源顧問認為數
字反映「市場時薪」，估計5月後會進一步上升至33元。

按年升4.6%  中位數54.8元

根據統計處數字，2012年5月至6月本港僱員的每小
時工資中位數為54.8元，按年（52.4元）上升4.6%。男
性僱員的每小時工資中位數為60元，而女性僱員則為
49.7元。按年齡組別分析，介乎35歲至44歲的僱員的每
小時工資中位數最高（63.1元），其次是介乎25歲至34
歲的僱員（56.6元）。屬最年輕組別（即15歲至24歲）
及最年長組別（即55歲及以上）的僱員的每小時工資

中位數則分別為38.9元及46.7元。
教育程度愈高，時薪中位數亦愈高，專上教育的僱員

的每小時工資中位數為91.7元，小學及以下則只有34.3
元。按行業分類，時薪中位數最高的3個行業分別為：
教育及公共行政(不包括政府)（108.9元），金融及保險業

（87.1元），電力及燃氣供應；污水處理、廢棄物管理及
污染防治（85.2元）。

四大低收入行業市價勝新低資

當局早前制定最低工資時指屬「四大低收入行業」的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在是次調查中發現時薪中
位數是31.1元，甚至高於即將於5月實施的30元最低工
資。中原人力資源顧問董事總經理周綺萍認為是反映市
場價格，「最低工資是用來保護支取不合理薪金的僱
員，但市場價格是會因應人力需求而自行調節，時薪中
位數高於最低工資反映該些行業請人難，要以較高時薪
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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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處於去年5月至6月向286.4萬名本港僱員進行
最低工資中位數調查，並於昨日公布結果，在2012

年5月至6月，本港僱員的每月工資中位數為13,400元。男
性僱員的每月工資中位數為15,000元，而女性僱員則為
11,700元。

地產業按年升幅最勁

統計處表示，2012年與2011年比較的每月工資的變動，
可反映在這兩年間僱員所收取的薪酬的變化。2012年5月至
6月所有僱員及全職僱員的每月工資中位數分別為13,400元
及14,000元，較2011年5月至6月所有及全職僱員的每月工資
中位數（12,800元及13,200元）分別高約4.3%和6.0%。一般
而言，每月工資在各行業和職業組別中均全面錄得升幅。

按行業計，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該兩個月份的每
月工資中位數為9,100元，屬統計中月薪最低的組別，教育
及公共行政（不包括政府）的每月工資中位數就居首位，
有23,500元。每月工資中位數按年升幅最大的行業為地產

（+7.4%）、建造、資訊及通訊（+6.3%），以及住宿及其他
膳食服務（+6.0%）。

周綺萍：不可能追得上通脹

雖然調查月份的每月工資中位數按年增加4.3%，但事實
上本港去年5月至6月通脹分別為5.1%及5.6%，工資升幅嚴
重跑輸通脹0.8及1.3個百分點。中原人力資源顧問董事總經
理周綺萍指出，本港傳統加薪月份是1月及4月，去年1月
本港平均加薪幅度只有3.8%，若按統計處數據，去年5月
至6月有4.3%的按年升幅已經相當理想，她估計是4月份的
加薪拉高了5月至6月的加幅。至於人工加幅落後通脹，周
綺萍表示：「去年全年通脹是4.7%，加薪幅度不可能追得
上，沒有差太遠就算好」。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該兩個月份的每

月工資中位數為9,100元，屬統計中月薪最低

的組別。 資料圖片

■渠務署會在4月前陸續打開隧道內34個水

閘，排放所收集的雨水。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