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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坪纜車延大澳 顧問研究啟動
陳茂波：拉布延「東大嶼都會」撥款 籲議員放下分歧理性討論

社署嘉許百學生青年義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

督導委員會昨日頒獎予約百名學生、青年義工及近百個
青年服務單位，表揚他們積極參與、推動義務工作服務
社會。
社署署長葉文娟昨日在「2015學生及青年義務工作嘉

許禮」致辭時表示，「香港傑出青年義工計劃」舉辦15
年，學生及青年的登記義工人數已超過64萬人，佔總登
記義工人數52%，成為推動「義工運動」的最大動力。
她呼籲學生及青年義工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及關心身邊
的人和事，善用長處及能力，服務有需要的群體。
截至上月底已有超過2,670個團體及企業登記成為「義

工運動」參與機構；登記義工人數亦超過123萬人。在
2013年，義工為社會共提供逾2,252萬小時義務工作。

英下月徵非歐籍居民醫療附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英國駐港總領事館日前宣

布，由下月6日起，凡擁有歐洲經濟區以外國籍，而要
在英國逗留逾6個月的人士，將需要繳交每年200英鎊，
折合約2,300港元的醫療附加費，學生則需繳交每年150
英鎊，才能享用英國醫療服務。英方表示，新措施能確
保前往英國居留的人士，承擔相應醫療成本。

每人每年200鎊 學生150鎊
根據英國駐港總領事館發出的新聞稿指，這項附加費

的金額為每人每年200英鎊，學生則每年150英鎊；而簽
證申請者需根據他們在英國逗留的年期預繳相應款項，
這項措施亦適用於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持有者。英國政
府指，新措施可為國家每年收取23億港元。
此項新措施能確保前往英國居留的人士，對其醫療成

本作相應承擔。然而，新措施下仍有部分人可獲豁免繳
交附加費，例如來自澳洲及新西蘭的公民，以及指定的
技術勞工等；持旅遊簽證訪英，而逗留時間在6個月或
以下的人亦不受影響。
目前所有在英國就業、就學或與家人團聚，而持有歐

洲地區以外國籍的人士，均與英國永久居民一樣，能免
費享用英國醫療服務，例如門診、住院及做手術。針對
海外學生就相關服務支出，每年約為49億港元。

黃錦星：膠袋徵費豁免定義清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膠袋徵費將於下周三擴

至全港所有零售商店，但同時就食物安全提供多項豁
免。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表示，豁免安排是在實際的
食物安全需要與環保之間作平衡，相關法規的定義及重
點清晰，相信公眾可用理性及常識處理。他又指，自己
買雪糕、凍汽水都是自備購物袋，雖然冷凍食品在法例
上寬免膠袋收費，但期望大家可減少膠袋耗用，自備購
物袋。
黃錦星昨日會見傳媒時表示，政府已就擴大膠袋收費

加大宣傳，包括透過網頁、與環保團體「落區」等。
政府於新例實施首個月亦會加強巡查和警告，讓社會

更了解相關法規及豁免範圍，順利過渡。

平衡食安與環保
對於擴大膠袋收費的豁免安排，黃錦星認為，相關法

規的定義和重點都清晰，豁免安排是在實際的食物安全
需要與環保之間作平衡，例如購買貝殼類海鮮因有外殼
擔心膠袋會被刺穿，可能需要多一個膠袋。他重申，食
品只要不是氣密包裝，都可獲豁免膠袋收費，相信公眾
可用理性及常識去處理。

西營盤站開放 老幼爭影浮雕

「合約工時」不收貨 嫻姐：應訂「標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標準工時委員會日前達

成共識，建議立法強制僱傭合約必須列明工時、午飯
時間、超時補償方式等，而非「一刀切」規管工時。
早前批評建議為「呃工人」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
嫻昨日再度開腔，認為不需再花時間討論「合約工
時」，應該集中規管標準工時，質疑現屆政府想拖延
立法。標準工時委員會主席梁智鴻昨日表示，希望最
終建議針對幾個行業訂出標準工時。
陳婉嫻昨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要保障缺乏議價

能力的最基層僱員，應定立標準工時，而不是「合約
工時」。對於標準工時委員會主席梁智鴻承認日前有
關標準工時的表述不清晰，陳婉嫻指梁智鴻一向慎

言，質疑是現屆政府想藉委員會，「側側膊」將標準
工時問題拖延至下屆政府。
她指出，現時不少僱員為生活被迫加班，她日後會

繼續爭取訂立「標準工時」，最終目標是做到「最高
工時」，但她亦明白，需按每個行業具體情況處理。

梁智鴻料最終數行業會有「標時」
面對勞工界的猛烈抨擊，梁智鴻昨在一個電視節目

上表示，有信心委員會最終向政府提交的建議，會針
對幾個行業訂出標準工時。他又指出，本港勞動人口
將於2018年降至最低點，相信勞工界的議價能力不會
低。

標準工時委員會成員蘇偉文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亦
強調，有關建議並非最終共識，委員都認同只是討論
的起點。

王國興：勞方無「內訌」
委員會日前公布建議後，旋即引起勞資雙方激辯，

勞方討論尤其猛烈，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更公開
指黨友吳秋北作為委員會內勞工代表仍接受方案，屬
「經驗不足」的問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昨日
接受本報訪問時澄清，勞方沒有「內訌」，工聯會共
識一致，要爭取立法訂立標準工時及超時補償，現時
仍在爭取的過程中，「合約工時」不是終點。
他又坦言吳秋北「政治經驗不足」，更好的做法，

應該是當日另外獨自會見傳媒，重申勞方立場，「今
次唯有汲取教訓。」

浸信會「10元飯堂」助低收入脫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要幫助基層人士脫
貧，必須協助他們提升職業技能。浸信會愛羣社會服
務處獲法國商會慈善基金資助，於灣仔總部開設「10
元飯堂」，為低收入在職人士或短期失業人士，提供
只需10元、而且兩餸一湯的營養飯盒。浸信會表示，
期望透過提供熱食接觸更多在職貧窮人士，為他們提
供全面的就業支援，解決其就業困難從而脫貧。
據政府最新一份《香港貧窮情況報告》，2013年本
港有46.97萬名未有領取綜緩的在職貧窮人士，為協助
在職貧窮人士脫貧，法國商會慈善基金向浸信會愛羣
社會服務處提供70萬元資助，由今年1月開始，於浸
信會愛羣灣仔總部開設午間「午．善．匯」飯堂，暫
時為期一年。

供全面免費就業支援
負責項目的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服務協調主任趙
漢文昨日於開幕禮上表示，飯盒向銀杏館採購，餐單

由營養師設計，有菜、有湯、有餸飯盒只售10元，並
透過此方式接觸在職貧窮人士，為他們提供全面的免
費就業支援，包括技能提升課程（如電腦班、英文
班）、就業支援講座、減壓工作坊及工作配對，從根
本幫助他們脫貧。

社工接觸食客了解狀況
他表示，飯堂歡迎任何人士，但社工會於兩星期內

與食客接觸，了解其工作及生活狀況，若符合資格，
即收入處於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70%或以下（貧窮
線界定為50%），或失業少於3個月，才可成為服務對
象，「否則吃兩星期後就無得繼續」。
由1月至今，共有151人享用「10元飯盒」，平均年

齡約53歲，八成人收入少於8,000元，當中60人成為
服務對象。55歲的郭女士為照顧長期病患母親被迫放
棄全職工作，以兩份兼職維持生計，月入7,000元，生
活相當吃力。為節省開支，她在兩份兼職的空檔時

間，寧可每天從黃竹坑乘車到灣仔吃飯，更獲配對一
份日掙200元，每天工作2.5小時、為期兩星期的短期
工作。
另一受惠人陳先生亦表示，「10元飯堂」讓他每月
可節省1,500元，「剛好夠交租」。不諳電腦的他又報
讀計劃提供的電腦班，希望日後轉行，由保安變成文
職。浸信會補充，除午間「午．善．匯」飯堂以外，
晚上亦有另一飯堂提供平價飯。

■陳先生、郭女士都大讚飯盒美味。 陳敏婷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市民乘搭港鐵西港島綫再不用「飛
站」，西營盤站將於本月29日正式啟用。該站昨日舉行開放日，吸引大
批市民攜老扶幼到場，了解站內環境和設施。而該站B出口的六幅浮
雕、450幅區內實景拍攝黑白照片，則吸引大批市民爭相拍照。港鐵估計
昨日約有3,800人參觀、試用自動售票機和出入閘機，並使用站內非付費
區的行人通道上落山。
當區居民馬小姐特別攜同86歲的母親到場參觀。她指自己住在第二街
數十年，需乘搭至少15分鐘的巴士或電車到上環，再轉乘到其他地方，
最怕中途塞車或「打風落雨」，現在西營盤站通車就能免卻煩惱。她
說，雖然過去數年受到地鐵工程影響，噪音之大令她無法午睡，但現在
覺得「抵返晒」。

居民讚「好真好似舊時」
當區居民郭太讚賞站內的藝術品反映香港舊日情懷，指「無論是浮雕

或者照片都好真，好似舊時一般。」她說西營盤站通車後，自己搭車就
不再那麼轉折，但同時憂慮交通便利帶動區內租金上升，收窄小店生存
空間。對於西營盤站以紫色為主調，她認為顏色非常特別，且富時代
感。
另外，港鐵昨日頒發了感謝狀予中西區區議會議員、西港島綫社區聯

絡小組成員和西港島綫青年大使，以感謝他們於港島綫西延建造及試運
行期間全力支持及積極參與。港鐵公司車務總監金澤培表示，港島綫西
延是一條「社區鐵路」，在設計上回應地區的需要。該站的啟用不僅為
本港其中一個歷史最悠久的社區帶來世界級的鐵路服務，亦可讓居民更
方便快捷地穿梭區內不同地方。

■馬小姐特別攜同86歲的母親到
場參觀。 莫雪芝 攝

■郭太讚賞站內的藝術品反映香
港舊日情懷。 莫雪芝 攝

■西營盤地鐵站B出口的浮雕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
莫雪芝 攝

■■港鐵頒發感謝狀予當區區議員等港鐵頒發感謝狀予當區區議員等，，感謝感謝
他們全力支持及積極參與他們全力支持及積極參與。。

陳茂波會後表示，會議聽取轄下四個小組
的工作報告，並了解大嶼山各項策略性

研究及地區改善項目的工作進展。對於將昂坪
纜車延線至大澳，陳茂波指自己曾去過大澳，
知道假日塞車情況頗嚴重，故此會審慎考慮一
旦決定延線，當區的運輸配套是否可以承擔增
加的人流量。他重申會聽取不同團體意見，亦
會考慮對大澳居民的影響。

收窄小蠔灣填海免礙海豚
陳茂波提到，除了受立法會拉布影響的兩項
主要研究被延誤之外，其餘主要研究包括：東
涌新市鎮擴展、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上蓋發
展，及小蠔灣填海均按計劃進行。不過，因應
環境諮詢委員會的環評建議，政府同意把小蠔
灣的填海範圍收窄，以免影響海豚近岸生活。
另外，政府仍在研究在小蠔灣車廠上蓋及範圍
內發展房屋的可行性。

南大嶼山拓水上中心待研
他又提到，初步看到大嶼山西北部有機會發
展成為歷史文化及自然之旅，而南大嶼山可發
展水上活動中心、生態保育及綠色旅遊，指當
局會等待顧問研究結果，再確定相關想法的可
行性。對於是否有信心通過爭議，陳茂波指，
當局會注意南大嶼山的人流量，讓市民能夠享

用美好的自然風
光，同時也可以達
到保育的要求。
為履行施政報告

承諾，當局在今年
內將推展多項短期
項目，包括活化大
澳和梅窩、建造越
野單車徑、改善羗
山道和嶼南道的狹
窄彎位，以及檢討
大嶼山的封閉道路
段和發放通行許可
證的安排。

未接發展商申建邊境購物城
被問及發展商有意捐地，於邊境發展購物

城，陳茂波表示，有人就該事聯絡過局方，但
目前當局未收到相關的正式申請，他指歡迎邊
境發展購物城的建議，因建議可助分流跨境旅
客，若局方收到申請，會再考慮。
陳茂波表示，為令公眾了解大嶼山的發展方

向及委員會的工作進展，當局將在下半年，逐
步擴大推廣和諮詢的層面，令全港市民大眾及
相關持份者均有充分機會了解大嶼山的發展和
發表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大嶼山發展委員會昨日舉行第五次會議，身

兼委員會主席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展開昂坪纜車延線至大澳

的顧問研究，預料需時一年。他指假期大澳擠滿遊人，研究重點會是如何改善

交通配套。另外，他指「東大嶼都會」及「欣澳填海」兩個研究，受立法會拉

布影響而延誤撥款，呼籲議員放低分歧，作出理性討論。當局稍後會向全港18

區介紹大嶼山的發展方向。

海水沖廁將擴至東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雖然水

覆蓋了地球75%表面，但可供人類使用
的淡水僅佔全球水資源的1%。水務署昨
日正式啟動「新界西北區海水供水系
統」，約70萬名屯門東、元朗和天水圍
居民將可以海水作沖廁用途，令海水供水
網絡的人口覆蓋率增至85%。水務署未
來會將海水沖廁系統擴展至東涌，並繼續
研究其他符合成本效益的地方。
新界西北區海水供水系統工程包括建

造樂安排海水抽水站、屯門中途補充加氯
站、丹桂村海水配水庫及供水網絡，工程
於2008年 2月展開，並於去年12月完
成，造價約9億9,640萬元，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在新界西北區

海水供水系統啟用典禮上致辭時表示，香
港自1958年起已設立海水供應系統，利
用海水取代食水作沖廁用途，至今在本港
市區和多個新市鎮都安裝了海水沖廁系
統，海水供應網絡已覆蓋大約 80%人
口，每年節省2億7,000萬立方米食水，
相等於約30%食水用量。

西北年省2000萬立方米食水
陳茂波指，當新界西北區海水供水系

統全面運作後，每年可進一步節省約
2,000萬立方米的食水。水務署會繼續研
究在符合成本效益的地方擴展海水沖廁
系統，下一個計劃是把系統擴展至東
涌。

他又提到，使用海水沖廁可減低電能
消耗，現時供應食水的用電量為每立方米
0.57度，海水只是每立方米0.39度，可見
海水沖廁既可節省食水，亦是節能的環保
措施。

水署獲英能源管理系統證書
另外，水務署昨日獲英國標準協會頒

發國際標準化組織（ISO）50001能源管
理系統標準證書，水務署署長林天星指，
為進一步提升能源效益，水務署於去年初
開始全面推行50001能源管理系統。他期
望在取得認證後，能源效益提升工作會更
加標準化，進一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為
環境保護出一分力。他又趁今日是聯合國
「世界善用食水日」，呼籲市民善用水資
源。

■昂坪纜車延線至大澳的顧問研究，預料需時一年。圖為昂坪纜
車。 資料圖片

■昂坪纜車延線至大澳重點研究改善大澳交通配套。圖為大
澳。 資料圖片

■陳茂波呼籲議員放低分
歧，作出理性討論。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