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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洲華僑團體聯合呼籲

立即結束非法「佔中」
我們是關心香港的海內、外青年人，我們尊重每人都

有發表意見的權利，但我們也尊重法治，我們感謝香港警
察在維護法治上克盡己任。鑑於近日 「佔中事件」 已對香
港各界及民生帶來嚴重影響，早前香港法庭亦已頒佈禁制
令，因此我們呼籲各區的佔領人士尊重法治，馬上結束違
法的抗爭行動，有秩序地從各佔領區撤離，讓社會恢復秩
序，讓民生恢復正常。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青年委員會
香港華僑華人總會青年委員會
香港僑友社青年部
香港緬華互助會青年部
華僑大學香港校友會青年部
暨南大學香港校友會青年部
香港邦加僑友會青年部
香港新馬泰歸僑華人聯合會青年委員會
香港貴州聯誼會青年部
中國留學生海外聯合總商會
聖彼得堡華人華僑聯合會
澳門十三行文化貿易促進會
泰國湖北商會
西班牙巴塞羅那中華總商會
黑龍江省駐俄商會

全美福建工商總會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華僑華人社團聯合總會
新西蘭中國統一促進會
阿根廷中國福清會館董事局
阿根廷中國福清同鄉聯誼總會
阿根廷中華工商聯合總會
阿根廷三福企業商會
羅馬尼亞旅羅華商婦女聯合會
英國倫敦華埠商會LCCA
蒙特利爾華商會
英國北京同鄉會
荷蘭華人總會
玻利維亞中華工商總會
比利時新生代文化協會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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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鐘升呢 惠少族長者
支援印地語烏都語旁遮普語孟加拉語 家鄉話倍添親切感

「傑青」參觀廚餘回收 與長者同享「剩食」

團體汽車慢駛 促速研全民退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

昨日為長者日，有爭取全民退休保
障的團體發起汽車慢駛，昨晨由北
角碼頭出發至中環禮賓府，抗議政
府自7月發表研究報告後，一直沒
有下文，亦無表態是否支持全民退
保，要求曾表示會「認認真真」處
理全民退保的特首梁振英於任內解
決退保問題。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約20
輛貨車、私家車、雙層巴士等汽車

共逾百人，昨晨慢駛遊行約 1.5小
時抵達禮賓府門外。現年78歲、
2004年曾入稟反對領匯上市的盧少
蘭亦在遊行隊伍之中，坐輪椅的她
表示，爭取全民退保不只是為自
己，也希望為後代，不必憂心老來
無保障。對於港大教授周永新建議
的每月 3,000 元老年金，她認為
「夠食飯咋！」並不足以支付醫療
及住屋等額外開支。
團體代表指出，市民對社會貢獻多

年，退休後獲基本保障是社會的責
任，本來在近月舉行的扶貧高峰會上
討論全民退保，但當局表示因「佔
領」行動需要推遲，現時只知道最快
於本月24日舉行的扶貧委員會上有相
關討論。團體促請政府必須就退保研
究提出具體的方案建議，並在現屆政
府任內進行公眾諮詢，當中必須提出
免審查的方案以供市民發表意見，避
免理應人人有份的退保制度淪為扶貧
項目；並呼籲特首梁振英兌現選舉承
諾，於來年施政報告中成立「養老基
金」，及落實推行退保的時間表和路
線圖。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聶曉輝 )
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見圖）
昨日以《海上絲
路，由過去到未
來》為題，在其
網上專欄《局長
隨筆》撰文指，
中國在亞太經合
組織高峰會期間

宣布將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支
持絲綢之路經濟帶及廿一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的建設。他表示，海上絲路的「申遺」
涉及歷史研究與文物遺跡調查，要花大量
時間及人力，香港十分有興趣參與該項宏
大的文化遺產工程，並會積極與鄰近城市
合作，開展相關研究。
曾德成指出，歷史上出現過兩條絲綢之
路，一條在陸上、另一在海上。今年6
月，陸上絲路經過8年的努力「申遺」，
終取得成功。海上絲路的「申遺」準備工
作亦已展開，他指海上絲路不單是商旅航
道，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紐帶，它的「申
遺」不單是對有關地域、城市的巨大鼓
舞，更是在新的地緣格局下，加快經貿合
作的強大動力。

港是海上絲路「項鏈」上明珠
曾德成又謂，在千多年的海上絲路歷史
上，或許找不到香港的名字，但香港其實早
已是該項鏈上的一顆明珠。他解釋指，廣州
很久以來就是海上絲路的始發港之一，香港
作為廣州的外港亦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保
護商旅的安全。
他指出，清代時期，廣州是唯一對外開

放的內地商埠，外國商船在進入廣州之前，一般會
在香港仔石排灣補給食水，等候批文；汲水門、九
龍城、佛頭洲及長洲亦分別設有清政府稅關，「一
直以來，香港在海上絲路的重要性歷久不衰。」
他續稱，大嶼山妹灣仔考古遺址早年發現過不少
廣東和江西窯場的宋代瓷片；最近在土瓜灣港鐵沙
中線工地亦出土大量宋代文物，不少都與海上貿易
有關。此外，萬宜水庫工地、大嶼山竹篙灣新界大
埔碗窯窯場亦曾出土了不少十分重要的絲路貿易文
物。
曾德成指出，香港現時有逾200個已知的考古遺
址，當中可能存有不少與海上絲路有關的地下文
物。他表示，香港十分有興趣參與海上絲路的「申
遺」工程，「香港作為持續千多年的海上絲路的一
環，理應注意這條中外貿易紐帶重新興起的新發
展，不失時機地參與其中，充分利用自身條件，發
揮比歷史上更大的作用。」

茂波詳解「飛躍啟德」盼成國際「地標」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聶曉輝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
日發表新一篇《局長隨筆》，分享他參與評審「飛躍
啟德」城市規劃及設計概念國際比賽的體會，並講述
得獎作品的特色。他表示，當局與起動九龍東將詳細
研究如何落實種種尤其是破格的概念，期望市民繼續
支持，一起建設屬於香港的「飛躍啟德」。他亦期望
「飛躍啟德」日後能夠成為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地方，
亦能在國際上成為一個著名的地點。
陳茂波指出，隨着署名為「啟德2.0：健康啟航」的
優秀冠軍作品於上周五誕生，「飛躍啟德」城市規劃
設計概念國際比賽圓滿結束，同時亦標誌着「飛躍啟
德」的下一個旅程，正式啟航。「飛躍啟德」是政府
於2013年定下的計劃，擬把啟德舊機場跑道末端，建
成一個城中樂園。

納觀塘碼頭避風塘「任你想」
他指出，隨後在推展「飛躍啟德」比賽時，當局將

對岸的觀塘碼頭及兩者之間的避風塘也納入比賽範
圍，綜合水陸及兩岸同樣具潛力而相連的地方，成為
面積逾90公頃，包括長達約4,000米的海岸線，讓參

賽者有更遼闊的想像，達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他表示，舉辦比賽的目的既是徵集優秀的設計概

念，也是要實踐與民共議的理想，當局在草擬比賽規
定的細節期間，以及在參賽作品四強中選出得獎作品
之前，都做了廣泛的公眾諮詢，收集市民意見；並同
時舉辦《「你」想地方》短片比賽，讓公眾特別是年
輕人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對將來如何享用「飛躍啟
德」這片公共空間的期望。
陳茂波解釋，概念比賽講求創意，故採納了比較寬
鬆的設計規範，以締造靈活的創作環境，而所收到的
不少參賽作品都能突破水陸互動的空間，引發了評審
員之間對避風塘這片水體的思考，拉闊了他們的眼界
與想像力，是一趟難得的創意啟發過程。
他表示，明白到建立品牌需時，亦有賴各方努力配

合，而籌辦國際比賽的過程本身就是創造這個品牌的
第一步。他續稱，設計概念比賽得獎作品宣揚綠化及
可持續發展概念，成功創造一個構思宏大的獨特空
間，建造新水道及蜿蜒曲折的海岸線，並讓該些場地
與區內用地完美結合，將健康城市的概念發揮得淋漓
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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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安居協會昨日宣布，擴展平安
鐘服務至本港少數族裔老人，如

巴基斯坦、印度和尼泊爾等，避免他
們因語言溝通障礙而耽誤支援。協會
於去年開始籌備支持少數族裔老人服
務，至今有 30名少數族裔人士使用
「平安鐘」，主要為印巴裔。
該會行政總裁梁淑儀表示，協會有

聘請少數族裔服務員，專責為使用
「平安鐘」的少數族裔老人服務。協
會目前只有3名服務少數族裔的服務
員，期望日後能聘請更多少數族裔人
士，令服務擴展至更多族裔。她坦
言，聘請懂少數族裔語言人士是擴展
計劃中最大難度，暫時只能透過非牟
利機構進行聘請工作。

熟悉語言 亞里救巴裔長者命

在港土生土長的巴基斯坦裔服務員
亞里(Ali)說，在未開展服務前，接獲
少數族裔長者的緊急求助，未必人人
能處理。他曾為巴基斯坦裔長者Dolly
提供「平安鐘」服務，當時她丈夫因
飲下混合了化學物質的水而感到不
適，她即時按下「平安鐘」求救，讓
亞里協助召喚白車才得以救回丈夫性
命。他表示，服務員用熟悉的語言與
少數族裔長者交流會更為親切，可緊
貼他們生活所需，提供適切支援。
長者安居協會預期，隨着香港人口

持續老化，居港少數族裔對「平安
鐘」服務需求持續增長。現時使用
「平安鐘」服務，每個月費用為100
元，協會有慈善計劃支援少數族裔個
案，有經濟困難的少數族裔人士可申
請免費使用「平安鐘」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現時居於本港的少數族裔人口達45萬，部分第一代移民

到港的少數族裔人士漸趨老齡化。有機構趁昨日長者日，宣布把「平安鐘」服務升級，訓

練本地少數族裔人士擔任呼援及關懷服務員，將服務延伸至支援印地語、烏都語、旁遮普

語及孟加拉語，支援本地少數族裔長者。此外，服務亦會支援潮州、客家、上海等方言。

有受惠長者表示，與能說家鄉話的服務員溝通，令她能消除語言溝通障礙和增加親切感。

◀長者安居協會昨日宣
布擴展平安鐘服務。右
一為亞里（Ali）。

張文鈴攝

▲機構訓練本地少數族
裔人士擔任呼援及關懷
服務員。 張文鈴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
本港每日產生3,300噸廚餘，除了浪
費大量珍貴資源，亦加重堆填區負
擔。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昨日舉
行「十大傑出青年社會服務日」，
現屆「十大傑青」先到參與廚餘回
收的酒店參觀，並與深水埗的獨居
長者和基層市民，享用由剩餘食物
製作的飯盒，一同分享環保成果。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昨日舉辦

「十大傑出青年選舉2014—社會服
務日」。為貫徹今年選舉「積極公
民、綠色領袖」的主題，大會安排
現屆「十大傑青」到旺角一間酒店
參觀廚餘管理設施，體驗廚餘回收
及處理過程，並參觀廚餘和食物捐
贈機構的廚房，了解廚餘除可用作

製成堆肥，而安全食用的剩餘食物
亦可製作飯盒。他們其後在深水埗
與當區約80名獨居長者和基層市
民，享用由剩餘食物製作的飯盒。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表

示，本港每日都產生 3,300 噸廚
餘，即使小蠔灣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第一期和第二期亦只能處理500噸
廚餘。他建議本港可循民間途徑，
在全港多個地點設立中小型設施，
分散處理廚餘，紓緩現時廚餘問
題，同時給予政府時間去興建集中
處理的設施。
惜食堂項目經理王敏儀表示，

現時每日都會到街市、超市、酒
店、食肆等收集賣剩蔬菜和可食
用的廚餘，現時有約100個食肆和

機構參與，平均每日都收集到4噸
食材，經烹調和處理後，製成
4,600個飯盒和食物包，贈予有需
要人士。

食安主任每日抽驗捐贈飯盒
她又指，呼籲食肆參與捐贈時，

不少機構都擔心捐贈後的食物會否
「食壞人」，所以他們有人員擔任
食物安全主任，每日抽驗飯盒，讓
參與捐贈的機構放心。
有參與食物捐贈的敘福樓集團

執行董事黃傑龍則指，隨着近年
新人都選用律師即場證婚，令起
菜時間越來越遲，經常「5時恭
候、8時入席，但到 9時都無得
食」，不少賓客到場前會先「醫
肚」，導致婚宴產生的廚餘增
加。他正計劃與環保團體合作，
鼓勵新人提早婚宴時間，變相減
少廚餘。

余遠騁：勿將「堆爐」撥款政治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立

法會財委會連續3個星期審議「三堆一
爐」撥款申請，但因反對派議員在議
會發動「不合作運動」，在會議上不
斷拉布，撥款未獲表決。世界綠色組
織行政總裁余遠騁表示，「三堆一
爐」繼續受到拖延，除令工程費用上
升，更會形成公共衛生危機，呼籲議
會顧及民生和健康需要，不要將此議
題變得政治化。

余遠騁昨日出席「十大傑青社會服務
日」時表示，現時廚餘和廢物問題愈來
愈嚴重，若「三堆一爐」繼續受到拖
延，除會令工程費用上升，更會形成公
共衛生危機，社會必須正視。他指，本
港一直拖延廢物處理問題，過往多屆政
府都未去解決，到今屆政府已不得不處
理。他呼籲議會理性討論和處理「三堆
一爐」，顧及民生和健康需要，不要將
此議題變得政治化。

■余遠騁表示，不要將「堆
爐」撥款政治化。 羅繼盛攝

■「十大傑青」與深水埗長者和基層市民享用剩食飯盒，
一同分享環保成果。 羅繼盛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