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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知識賽釋正能量 王樹成冀支持抗歪風

團體賽3組別 樹仁聖言青松勝出
今年賽事戰況激烈，參賽者發揮出
極高水準，搶答時更是爭分奪秒，令
台下觀眾看得十分緊張，不時為精彩

的作答鼓掌；當中的團體賽，3 個組別
分別由樹仁大學、聖言中學及道教青
松小學隊伍勝出（得獎者名單見附
表）。連續擔任 3年評審、北京師範大
學第二附屬中學高級教師紀連海，亦
大讚參賽者表現越來越精彩。
吳克儉於典禮致辭指，在學生的全
人發展中，對國家的認知、國民身份
的認同、對社會的關愛和責任感等均
不可少，希望他們能藉有關教育，對
社會、國家和世界作出承擔及貢獻。
■聖言書院奪得中學組團體賽冠軍
聖言書院奪得中學組團體賽冠軍，
，由吳克儉
他又讚揚「大賽為學生的交流和競賽
（左一
左一）
）和王樹成
和王樹成（
（右一
右一）
）頒獎
頒獎。
。 黃偉邦 攝
提供很好的平台，深具意義」。
王樹成在致辭時指出，今年國情知
識大賽有近百支隊伍參加團體賽、逾
個人賽
3,000 人參加個人賽，比賽網頁瀏覽量 團體賽︰
小學組
突破 30 萬人次，「掀起了學習中華文 小學組
冠軍○道教青松小學
冠軍○曾思敏○粉嶺官立小學
化、歷史的熱潮」。他表示，中國數
亞軍○優才書院（小學部）
亞軍○鄭志恒○英華小學
千年歷史，既有輝煌的時候，亦有不
季軍○聖公會榮真小學
季軍○蘇熙竣○聖公會仁立小學
堪回首的過去，學生須透過科學辯證
中學組
中學組
及深入理解，從歷史中總結經驗。他
冠軍○聖言中學
冠軍○鄭志城○英華書院
提到，近日一隻名字與粗口發音相近
亞軍○喇沙書院
亞軍○梁啟樞○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的布偶，竟在媒體炒作下引起學生搶
季軍○聖保祿中學
季軍○王悅堯○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中學
購，情況令人心痛，也令人更體會到
大學組
大學組
年輕人教育的任重道遠。
冠軍○樹仁大學
冠軍○董芸汶○城市大學
他又引用梁啟超的「少年智則國智，
亞軍○珠海學院
亞軍○鄧瑋麟○中文大學
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呼籲
季軍○中文大學
季軍○游理釗○中文大學
各界共抗歪風，並支持知識大賽這發放
有益資訊和正能量的活動。
資料來源︰大賽組委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國情賽得獎名單

公共事業工會求劃一加薪7%
中電港燈煤氣電盈職工 冀共享盈餘追通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本港近年百物騰貴，打工仔加
薪水平難以追上通脹。工聯會屬下香港公共事業工會聯合會昨天
要求僱主明年劃一加薪 7%，再按員工表現另加獎賞。聯會主席
施生弟表示，過去 10 年間煤氣、電力、電訊等企業的加薪幅度
都追不上通脹，令員工生活困難，卻只能無奈面對，今年多間公
共企業錄得巨額盈餘下，他認為 7%加薪幅度合理。

公共事業能否提供優質而穩定的服
務，對香港的經濟民生發展都起

重要作用，香港公共事業工會聯合會
轄下 4 個分別來自中華電力、電能實
業（港燈）、中華煤氣和電訊盈科的
職工會，分別於本個月初，以問卷形
式訪問了逾 2,000 名會員，了解他們
對 2013 年的加薪滿意度及 2014 年薪
酬調整的期望。

79%不滿今年加薪幅度

郵政蝕逾億 工聯質疑基金營運

調查發現，有 79%受訪僱員不滿
意 2013 年的加薪幅度，92.7%受訪僱
員同意企業薪酬調整應按通脹為基
數，之後再加上公司的盈利而作為
基本加薪幅度，96%受訪僱員認為

公司應與僱員分享業績成果，逾
93%受訪僱員都要求明年加薪接近
7%或 7%以上。
根據 4 間公共企業今年的中期業績
公布，中電公司半年賺 38.96 億元，
電能實業賺 47.72 億元，煤氣公司賺
36.2 億元，而電訊盈科則賺 8.56 億
元。聯合會指，綜合去年的通脹率及
各公共企業的盈利，再加上公共事業
僱員對加薪的期望，各企業明年應劃
一加薪7%，再按員工表現另加獎賞。
電訊盈科職工總會主席區啟昌則表
示，以往即使公司公布平均加薪幅
度，但不代表每名員工都可享有同一
加幅，故要求將加薪劃一，令所有員
工都能分享公司盈利成果。

特首送暖 黃鴨贈庇護工場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由
香港教育局、香港文匯報與未來之星
同學會共同主辦的「『中華歷史知多
少』第三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
賽」，昨日圓滿舉行總決賽暨頒獎典
禮。經過前後一個多月連場激戰，大
學、中學及小學組的個人賽和團體賽
得獎者終脫穎而出。多位參賽者和評
委都大讚比賽有助加深學生對中華文
化的認識。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
王樹成亦表示，現今社會偶有令人痛
心的歪風，更見青少年教育任重道
遠，希望各界繼續支持知識大賽這釋
放正能量的活動。
是次比賽由招商局慈善基金會、香
港中山僑商會贊助。昨日總決賽主禮
嘉賓陣容鼎盛，包括教育局局長吳克
儉，全國人大代表、招商局集團副總
裁李引泉，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聯
會理事長吳秋北，全國政協文史和學
習委員會副主任王國強，中聯辦青年
工作部處長羅龍，外交部駐港公署新
聞及公共關係部曾志宏，香港文匯報
社長王樹成、董事總經理歐陽曉晴。

■特首與庇護工場人士預祝聖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聖誕佳節將至，行
政長官梁振英昨日下午與太太及細女頌昕，在禮賓
府和一班來自東華三院、保良局及匡智會轄下 5 間
庇護工場的人士預祝聖誕，並向他們送上於工展會
購買的黃色鴨仔保溫杯蓋。梁振英說，每逢過時過
節都會在禮賓府舉辦活動，招待社會上不同背景的
朋友，向他們送上溫暖，亦希望透過活動宣揚「七
百萬人是一家」的訊息，令市民更愛香港這個家。
梁振英在網誌表示，天氣漸冷，但禮賓府卻充滿
溫暖。在禮賓府同事的悉心安排下，參加者遊遍了
禮賓府，並在導師帶領下製作別致的聖誕帽，讓他
們在享受製作過程之餘，亦為自己送上一份獨一無
二的聖誕禮物。
昨日節目還包括魔術表演、聖誕歌表演等等，他
和太太亦向他們送上禮物包，內裡其中一份禮物是
他昨早於工展會慈善義賣攤位購買的、以黃色鴨仔
為設計的特色保溫杯蓋。

藉活動宣揚「七百萬人是一家」

梁振英指，上任以來，他每逢過時過節都會在禮
賓府舉辦活動，招待社會上不同背景的朋友，包括
智障人士、少數族裔人士、小朋友和「老友記」
等，為的是向社會上有不同需要的朋友送上溫暖。
他希望透過各種類似活動，宣揚「七百萬人是一
家」的訊息，與全港市民共建關愛社會，並且感受
到人與人之間的愛和溫暖，更愛香港這個家。

食衛局周四研完善奶粉供應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於今年國慶進行的壓力
測試中發現，部分品牌的奶粉仍出現缺貨的情況，決定繼續
維持「限奶令」，近日更有藥房被揭發將個別奶粉的價格抬
高近倍出售。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限奶令」可
減少奶粉流出量和水貨效率，否則留港的奶粉量會更少，但
拒絕評估「限奶令」實施限期。而當局將於本周四再與業界
開會，商討完善供應鏈問題。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
雖然有否「限奶令」都會有水貨客，但認為「限奶令」可減
少奶粉流出香港的數量，同時令水貨效率降低，否則留在香
港的奶粉數量會更少。
他重申本港現時有需要維持「限奶令」，不同意「限奶
令」無用而要撤銷的說法，但拒絕估計何時可撤銷「限奶
令」。

零售商抬價近倍 供應商可警告

■公共事業工會聯合會要求僱主明年劃一加薪7%。

施生弟：通脹高員工生活困難
聯會主席施生弟表示，2013 年本港
通脹率為 4.3%，而過去 10 年間企業
的加薪幅度都追不上通脹，員工只能
無奈面對。在今年多間公共企業的巨
額盈餘下，他認為7%加薪幅度合理。

工聯會供圖

施生弟又指，多間公共企業於巨額盈
餘情況下，依然漠視員工需求，令員
工生活困難之餘，亦導致新入職員工
薪酬偏低，無法吸引新人入行，加上
未來五年有退休潮，施生弟憂慮出現
員工斷層，影響公共事業服務質素及
員工士氣。

至於有傳媒發現有藥房將奶粉以近倍價格出售，高永文指
部分業界確有不規範的行為，今次事件令人震驚。而當局已
跟供應商聯絡，又指供應商可對零售商發出警告，甚至停止
供貨，作為商業制裁。
他又指，政府和業界工作小組，無論是來自供應商或零售
商均應重視不規範行為並採取適當措施。而當局將於本周四
再與業界開會，商討完善供應鏈問題，希望可在現有機制加
大力度處理。
就有報道指被停止供港的深圳雞場疑將雞隻搬往惠州，再
運至香港出售。高永文表示據初步了解，內地檢驗檢疫部門
稱是因為冰鮮雞場和附近有同類運作點，故運雞時產生誤
會。他指內地部門會繼續徹查事件，特區政府亦重視事件。
他又指，所有供港雞場都受到規管，包括要抽驗等，若查
明有雞場繞過規管，其養殖場資格將會被取消。
他並解釋不全面禁止內地活雞供港的原因，稱本港風險管
理措施成熟，早前已就發現 H7N9 禽流感病例，採取單方面
行動。他認為有關做法已超出現有架構，再有新發展時會再
評估風險。

藥房稱懲罰員工 向顧客致歉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和郭偉強，及3個郵政人員工會代表，促請政府盡快檢討 ■郵品炒風已過，香港郵政收入大減。圖為香港郵政早
香港郵政「營運基金」運作，就香港郵政未來發展作交代。
工聯會供圖 前發行巴士特別郵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以「營運
基金」模式運作的香港郵政，近年開始出
現虧損。面對科技發展和市場競爭等不明
朗因素，有員工坦言對前景感到憂慮。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和 3 個郵政人員工會促請
政府盡快檢討香港郵政「營運基金」運
作，就香港郵政未來發展作交代。

郵品炒風已過 收入大減

各營運基金 5 年來固定資產平均回報率及盈餘
年份*
香港郵政
2013年 -3.9%(-1.1億)
2012年 -1.9%(-5,000萬)
2011年 3.8%(1.3億)
2010年 6.6%(2.3億)
2009年 9.9%(3.4億)
*截至每年3月31日

香港郵政由 1995 年起以「營運基金」模
式運作，至今實行超過 10 年。工聯會立法會
議員鄧家彪表示，香港郵政在基金運作初時，
由於郵品炒風四起，郵品成為搶手貨，香港郵
政亦收入大增。但炒風過後，香港郵政便缺乏
郵品銷售這個主要收入來源，財政狀況由
2007 年至 2008 年度起惡化，2011 年至 2012 年
度起錄得虧損，上年度虧損更擴大至 1.1 億
元。
鄧家彪指，政府現時有 5 個營運基金，公司
註冊處、土地註冊處等均做獨市生意，毋須面
對市場競爭，有穩定收入。反之，香港郵政需
要面對市場競爭、通訊科技日新月異等不明朗
因素，可見將來只會每況愈下，收入絕不樂
觀。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亦稱，過往郵政署

公司註冊處
63.6%(2.8億)
54.9%(2.4億)
59.4%(2.6億)
35.3%(1.6億)
30.6%(1.4億)

電訊管理局
土地註冊處
機電工程署
-34%(1.3億)
38.1%(3.8億)
48.8%(9,700萬) 19.7%(8,600萬) 45.5%(4.6億)
44.7%(9,200萬) 52.6%(2.3億)
58.1%(6億)
32.2%(6,400萬) 38.5%(1.6億)
49.1%(5.1億)
15.9%(3,700萬) 18.8%(8400萬)
30.9%(3.2億)
資料來源：工聯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繼盛

的郵局及派遞處，若在房屋署或政府物業內、
均毋須繳交租金，但自香港郵政轉以「營運基
金」模式運作後，便須繳付市值租金，加上買
車、泊車位等費用，成為郵政署的重大負擔。
郭偉強又指，香港郵政的人手由過去高峰期
的 7,700 多人，減少到去年約 7,000 人。他擔
心香港郵政面對租金、運費大幅上升，將如私
人機構般壓縮人手、壓低職員開支，此舉會對
員工極不公道。
郵政署郵務員職工會主席霍浩森則表示，部
門已經不斷推出新郵品及開拓新的郵政服務和
資源增值，但始終入不敷支，加上郵政服務並
無獨立性和專利，相信虧損的情況會越見嚴
重。他又透露，2000 年時統計每封本港平郵
信件成本需 1.59 元，即使現時加價至 1.7 元，

相信仍然無錢賺。
香港郵務職工會理事長張偉權就指，香港郵
政作為政府部門，卻未能享有政府補貼，又不
能成為政府指定郵務承辦商，身份尷尬。他
稱，英國 2 個營運基金每 5 年檢討一次，反之
香港營運基金 18 年卻未有作檢討。香港郵政
署高級郵差職工會副主席譚超平坦言，不少員
工對前景感到憂慮，希望政府可以就郵政署的
未來發展作出交代。
鄧家彪認為，政府曾指「營運基金」需要符
合 4 項主要條件，但香港郵政現已做不到「有
關的營運可達至收支相抵」這一條件。他們促
請政府盡快檢討郵政服務的「營運基金」，為
員工提供良好工作環境，繼續為市民提供最優
質的郵政服務。

另外，早前被指將奶粉抬高售價近倍的沙田仁豐藥房，昨日
終於承認確曾標價584元出售美贊臣奶粉。藥房主管蔡先生早
前曾指，抬高售價只是員工在開玩笑，但昨日有報章刊登市民
拍攝的標價照片後，蔡先生昨日表示，經內部調查後，證實上
周三有員工私自以分別每罐560元及460元價格，收購兩罐美
贊臣A+1及兩罐A+3奶粉，然後再提高價錢出售。
蔡先生相信，今次事件是因員工太有信心可成功售出，故
以高價收購奶粉，現時該 4 罐奶粉仍未售出，有可能需要蝕
賣。他補充，將內部懲罰有關員工，並向顧客致歉。而奶粉
供應商已聯絡他，暫時未知有何懲處。

黎年不續任 申訴專員公開招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申訴專員黎年的任期將於明年
3 月底屆滿，他表示無意續任，有關空缺將會公開招聘，廣
告昨日在報章刊登。政府表示尊重他的個人決定，行政長官
梁振英感謝黎年在任內的貢獻，認為在他的出色領導下，申
訴專員公署在調查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的行政不足方面，繼
續扮演獨立、可信及可靠的角色。

周松崗任遴選會主席
申訴專員招聘廣告刊登該職位人選的所需條件，包括（一）
是香港永久居民；（二）具有良好教育水平；（三）有最少15
年公共行政、專業服務或私營機構的高層管理經驗；（四）具
有清晰遠見、卓越誠信、堅守公正及公平原則、優良領導才能
和行政技巧，及成熟穩重；（五）有在本港公共機構或社區服
務的經驗；及（六）具有出色的語言和溝通技巧，包括良好的
中英文書寫能力和能說流利的粵語和英語。
所有申請須於明年1月3日或之前，送交負責是次公開招聘
工作的光輝國際（香港）有限公司（香港中環雪廠街 2 號聖
佐治大廈15樓）。
根據《申訴專員條例》（第 397 章），申訴專員由行政長
官委任。行政長官已就是次的招聘工作委任一個遴選委員
會。委員會由周松崗擔任主席，成員包括羅范椒芬、李家祥
和行政署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