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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高鐵獨立調查委
員會主席馬時亨昨日表示，相信能如期於7月提交
報告，強調高鐵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工作正「如火如
荼」進行，由5月9日至今已有3次會議，委員會亦
到過工地視察，「現在打算仍然維持我們7月將報
告交給港鐵董事局這個時間表。」被問到其他港鐵
興建中的路線亦出現延誤，委員會會否作出了解，
馬時亨指，委員會集中檢視高鐵延誤及港鐵管理問
題，亦無回應委員會是否曾約見港鐵行政總裁韋達
誠，只稱曾約見過高鐵的高級管理層及工程人員。

馬時亨料高鐵報告如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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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匯）公務員
事務局就公務員加薪建議幅度，昨日會見
多個公務員團體聽取意見。華員會建議當
局為高中低級公務員劃一加薪5.96%，冀
藉此提升士氣。警察員佐級協會則要求加
薪5.2%，並期望能在計算加薪幅度時劃
一不扣減增薪點。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
議會就希望低級公務員加薪幅度可接近
5.1%，甚至將低級及中級公務員薪酬加
幅看齊，否則不排除退出薪酬趨勢調查委
員會。
公務員事務局早前提出公務員加薪建

議幅度，其中高級公務員加5.96%、中級
公務員加4.71%、低級公務員加3.8%。
當局昨日下午約見包括紀律部隊評議會及
警察評議會等公務員團體，聽取有關團體
對公務員薪酬調整意見。

促中低層劃一加幅
華員會副會長利葵燕會後表示，建議

當局為高中低級公務員劃一加薪5.96%，
認為此舉可減少公務員壓力及提升士氣，
並藉此縮窄薪酬差距。她又認為，以現時
本港經濟環境及政府財政能力，政府可承
擔加幅。
警察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則表示，

協會已向當局提出要求加薪5.2%，因現
時扣除增薪點的計算方法不公平，期望能
全部劃一不扣減增薪點，惟當局回應「冷
淡」。他續指，作為警察只可積極地向當
局反映意見，又指協會退出薪酬趨勢調查
委員會後，今年內都不會重新加入，認為

委員會對警察薪酬調查不存在價值，當局應獨立就
警察薪酬作評估。
至於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代表李惠儀就表

示，已向局方表達希望低級公務員加薪幅度可接近
5.1%，又指如不能達到有關加幅，亦希望將低級和
中級公務員薪酬加幅看齊，聲言若建議不獲接納，
不排除會退出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她又引述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稱，會將有關建議向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反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施虹羽澳門報道）澳門特區
行政長官崔世安與立法會主席賀一誠昨日下午在政
府總部會面，就《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
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案進行溝通，特區政府和立
法會對市民近日就法案提出的意見表示高度關注。
崔世安表示，有關法案仍有待完善之處，將責成

有關部門與立法會繼續進行溝通，日後將提交新的
修訂文本，就有關法案內容予以完善。他特向立法
會賀一誠主席致送專函，請求刪除2014年5月27日
全體會議第一項議程。此項法案一度受到廣大民眾
的高度關注，社會各界亦先後以各自的方式和渠
道，表達了對法案不同的意見及建議。
崔世安強調，與政府團隊秉持以民為本的施政理

念，希望與廣大居民共同建設澳門，政府在施政過
程中一貫願意聆聽居民的聲音，高度重視居民的意
見，對於社會提出的各種意見，政府會深入分析和
研究其可行性。
立法會主席賀一誠表示，尊重特首的決定並接納

其來函的要求，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五十七
條第一款的規定，交由全體會議議決中止對上述法
案的細則性討論和表決。

崔世安囑完善「離補」法案

特區政府一直關注內地供港食品安全。特首梁振
英昨日與訪港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局長張
勇會面，就雙方共同關心的課題交換意見。梁振英
表示，本港和內地一直就公共衛生和食品及藥品安
全事宜緊密聯繫，雙方維持有效和穩定的合作機
制。他期望雙方繼續加強合作，完善食品及藥品監
管制度，保障公眾健康。 ■記者 鄭治祖

招聘會「工等人」入場半數即請
青少年失業率創6年新低 9,200職缺日收5,793申請表

■崔世安與賀一誠就離補法案進行溝通。

完善食安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出席招聘博覽開幕禮時
指出，本港最新失業率維持3.1%，為16年來的低

位，當中15歲至19歲高危群組的8.9%失業率亦有明顯
改善，更是6年以來的新低；去年第四季青少年全職工
作的月薪中位數為1萬元，遠高於10年前的7,000元，
扣除通脹亦有8.6%的實質增長。他表示，目前就業市
場好景，不少職位屬「工等人」，變相令青少年容易就
業。

張建宗倡增措施釋放勞力
張建宗指出，勞工處鑑於副學位畢業生相對就業困
難，一直與商界合作，盡量開發一些適合副學位畢業生
的職位，希望鼓勵僱主提供多些有培訓及有晉升階梯的
職位，讓青少年可循序漸進地發展他們的事業。他又
謂，「有工無人做、有人無工做」的情況依然存在，不
少行業人手短缺，呼籲僱主應改變思維，推行多一些家
庭友善的措施，以釋放更多勞動力。
女青年會昨日是連續7年舉行暑期工博覽，逾9,200
個職位空缺數目更打破歷年紀錄。職位空缺涵蓋多個不
同行業，月薪介乎7,000元至2萬元不等；約1,800份暑
期工的月薪亦介乎6,500元至1.4萬元，時薪則介乎30
元至51元，整體較去年略有增長。

文憑試生盼當保安拓事業
文憑試考生尤小姐表示，對讀書沒有興趣，故不論成

績好壞，都打算投身職場，更希望找到一份月薪1萬元

的工作。她又指出，保安工作向來都被視為年長者才會
擔任的工作，但她反而充滿興趣，更認為有助年輕人開
拓自己的事業。

大專生應徵時薪售貨吸經驗
現就讀酒店管理系高級文憑的陳先生，昨日是人生第

一次到招聘會求職，希望找到一份時薪40元至50元的
兼職或暑期工。打算將來在酒店及飲食業發展的他表
示，今個暑期希望獲取另類工作經驗，故打算找一份售
貨或店務員的工作。
林遠濠指出，今年博覽空缺突破新高，明顯反映僱主求

人若渴，連帶暑期工空缺數目也較去年上升29.4%，副學
士空缺的升幅更達4.7倍，「有僱主更在會場內向求職者
派發單張，寫明設新人獎金來吸引他們；亦有公司特別為
暑期工增設培訓計劃，可見僱主對人手需求甚殷。

團體籲了解「Y世代」增培訓
他指出，市場上最缺人手的工種，多屬較前線崗位，

但隨着現時青年學歷愈來愈高，根本不願擔當前線工
作，建議僱主除了以薪酬吸引他們外，應多「Y世代」
心態，並推行更多青年職場友善政策，例如更佳的培訓
制度、提供工作上的師傅讓他們更易適應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暑期將至，

又是青少年四出求職的季節。勞工市場暢

旺，15歲至19歲青少年失業率創6年新低，

不少職位空缺都出現「工等人」的現象。香

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昨日舉辦「Say YES to

Work青年就業暨暑期工招聘博覽2014」，

合共提供逾9,200個職位空缺，當中約2,000

個暑期工職位，吸引逾2,000人次入場。女

青年會青年就業服務督導主任林遠濠表示，

昨日共收到5,793份申請表，有1,116人獲即

場錄用，較去年的 500人倍增，反映僱主

「求人若渴」的心態。

CY率眾練八段錦 人數創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宣揚建

立健康生活及實踐建造業安全信息，行政
長官梁振英昨日聯同多名港府官員及833名
建造業從業員，一同練習氣功「八段錦」
為「建造業安全周2014」揭開序幕，並以
32分50秒的時間，同時創下「最大型氣功
教授班」健力士世界紀錄。梁振英表示，
港府非常重視工地施工安全，相信在不同
持份者互相配合下能做好工地安全，向
「零意外」的目標邁進。

與官員及833工友齊練功
由發展局和建造業議會合辦的「建造業

安全周2014」，昨日在行政長官梁振英聯
同多名港府官員及833名建造業從業員合力
下，以32分50秒時間創下「最大型氣功教
授班」健力士世界紀錄。同時，典禮亦頒
授「安全領導」旗幟予建造業從業員代
表，象徵工地「零意外」信息向每一位從

業員承傳開去，並需集合業界力量，共同
構建「零意外」的工地環境，提升工地安
全水平。典禮上亦展示出由多張建造業從
業員與家人、朋友及公眾笑臉相片拼合而
成的「建造業安全周」標誌巨型拼圖。相
片不單記下開心時刻，更提醒從業員擁有
健康體魄的重要。
梁振英致辭時表示，港府非常重視本港

建造業貢獻，更加重視工地施工安全。他
認為，建造業有不同持份者，一環扣一
環，業主、承建商、工程策劃及地盤工友
等，在施工安全上都擁有重要角色，相信
在互相配合下就能做好工地安全，並向
「零意外」目標邁進。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則指，「建造業安全周」研討會的其中兩
個課題，是探討健康生活及運動改善生活
質素，冀通過相關專家講解，可幫助市民
在生活上採取簡單步驟，以提升自己健
康。

渡輪加幅溫和 當局會把好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早前批准6條離島渡輪航線加價申請，加幅
介乎4.8%至6.4%不等，並批准航線牌照延續3年。在昨日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
議上，有議員批評當局延續牌照時未有就票價調整設限，亦有指當局補貼航
線，又批准渡輪營辦商加價。政府表示加幅已低於累計通脹率增幅，水平相對
溫和，強調政府一定會做好把關角色。政府亦完成長洲至香港仔渡輪航線的內
部評估工作，待區議員整合地區意見後，預料4個月至6個月內可完成招標。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離島渡輪服務及票價調整，新民黨立法會議
員田北辰批評，當局和渡輪營辦商在討論續牌時，未有鎖定牌照期內的票價，
做法並不合理。工黨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則認為，政府持續補貼離島渡輪航線，
卻仍批准渡輪營辦商加價，擔心會降低他們改善渡輪服務的誘因。

邱誠武：低於累計通脹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回應時指，當局今年中批准6條離島渡輪航線，在
續牌後的3年內加價約5%至6%，水平已低於累計通脹率增幅，水平相對溫和。
他強調，政府一定會做好把關角色，會考慮多個因素，包括營辦商的財務狀
況、營運成本、開源節流措施、非票務收入、廣告等，以及實際狀況和預算是
否有很大差別，才會考慮是否批准加價。邱誠武又形容，當局的補貼航線政
策，可令營辦商在繼續營運和分擔部分成本上漲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

新航線待整合地區意見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則促請當局盡快開設長洲至香港仔渡輪服務。邱誠
武表示，當局對此持開放態度，並正探討有關泊位問題及航道可行性。運輸署
助理署長蘇祐安則指，政府內部基本上完成評估工作，正待區議員就航線服務
水平和票價整合地區意見，之後會盡快招標，預料4個月至6個月內可完成招
標。
另外，政府建議更換大埔及北區用以協調分區內交通燈運作的區域交通控制
系統，預計費用為3,220萬元。當局表示，區內139個燈控路口的系統控制自
2005年啟用，約10年至15年的使用期即將屆滿，過往3年系統的故障率亦有上
升趨勢，系統主要電子零件已過時，很難找到備用零件更換。政府預計，更換
系統後，每年維修費用可由600萬元減至500萬元。

民建聯促擴建城隧轉車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

盛）不少市民都會使用城門隧道
巴士轉車站，接駁不同巴士路線
來往沙田和荃灣等其他地區，但
隨着轉車站至今使用達20年，設
施老化之餘亦不敷應用，繁忙時
間更經常出現人龍排出馬路的情
況。民建聯昨到城門隧道請願，
促請政府擴建城門隧道巴士轉車
站，改善轉車乘客的候車環境。
運輸署則指，正擴展往沙田方向
轉車站約60平方米，亦會進一步研究其他
可行方案。

葛珮帆攜3,000居民簽名請願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連同多名沙田

區議員和社區幹事等10多人，昨日先在港
鐵大圍站集會，然後多輛貼有「爭取擴建
城門轉車站」等標語的車輛駛至城門隧道
行政大樓，向運輸署代表遞交請願信，以
及約3,000名沙田和馬鞍山居民的簽名，
表達市民對擴建城門隧道巴士轉車站的訴
求。
葛珮帆表示，城門隧道巴士轉車站的人

流量多，空間卻嚴重不足，故繁忙時間經
常有過百名市民逼在轉車站候車，部分人
龍更需排出馬路，險象環生。而城門隧道
轉車站使用達20年，設施已開始老化，雨
天時巴士站上蓋出現漏水情況。她指，隨
着沙田人口越來越多，轉車站乘客量亦只

會日益增加，政府應擴建城門隧道巴士轉
車站，為乘客提供安全、舒適的候車環
境。
她促請運輸署立即就擴建城門隧道巴士

轉車站進行研究，改善現時轉車站峽窄、
人多擠逼的情況。她又建議轉車站加設電
子顯示版，提供巴士預計到站時間等資
訊，同時需增加和改善巴士路線指示牌，
並加設座椅供長者及傷健人士使用。

運署：研增60平方米候車處
運輸署發言人表示現正安排擴展城門隧

道巴士轉車站往沙田方向的乘客候車處，
以增加約60平方米的候車空間。署方亦會
進一步研究其他擴闊乘客候車處的可行方
案，並在訂出方案後，與巴士公司及隧道
公司討論及研究。九巴發言人則指，會與
運輸署積極探索改善乘客在城門隧道轉車
站的候車環境，提升服務。

■葛珮帆昨聯同多名沙田區議員和社區幹事，到城
門隧道行政大樓請願。 羅繼盛 攝

■梁振英昨聯同多名港府官員及833名建造業從業員，一同練習氣功「八段
錦」，創下「最大型氣功教授班」健力士世界紀錄。 莫雪芝 攝

■昨日的招聘會共提供逾9,200個空缺，吸引逾2,000人次入場。 聶曉輝 攝

■張建宗呼
籲僱主增加
家庭友善的
措施，以釋
放更多勞動
力。
聶曉輝 攝

■林遠濠指僱主「求人若
渴」的情況明顯。聶曉輝 攝

■尤小姐希望投身保安工
作。 聶曉輝 攝

■陳先生希望應聘時薪售貨
員工作。 聶曉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