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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第15/054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5月12日

頭獎：—
二獎：$2,741,590 （1注中）
三獎：$96,190 （76注中）
多寶：$30,81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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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的《香港傳真》， 聚焦香江熱點話題，
對話新聞當事人。《香港傳真》每周日晚7
時30分，透過中國新華電視中文台（香港地
區：nowTV 369頻道）播出。本報逢周一獨
家刊載文字版節錄。
香港傳真WeChat ID：cnchktv。

近日，香港特別行政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陳家強教授(右圖)時隔四年再度提筆撰
寫網誌。在網誌中，陳家強憶起2010年，滬
港金融合作工作會議首次舉行，當時他將滬
港比作飛機上的雙引擎，一起為推動人民幣
國際化作出貢獻。

陳家強接受《香港傳真》專訪時解釋，
「雙引擎」這個比喻來自他對兩地定位的思
考，「香港是一個國際市場，但這個市場單
單靠香港是沒用的，因為要靠內地資金。所
以我就提出內地以上海作為龍頭，以這個市
場提供的人民幣和資產投資的機會，將香港
金融市場的容量擴大，讓香港和上海真的成
為互助互補的兩個金融中心，從而去一起推
動國家金融改革開放。」

國家資本賬目開放難免遇困難
自貿區及滬港通已成為滬港合作的重要載

體。陳家強認為，國家資本賬目開放的方向
非常明確，開放過程難免遇到困難，一旦市

場了解加深，將催生出更多金融創新。「譬
如滬港通，剛開通時，大家都說為甚麼這麼
少資金活動？當市場運作成熟和開始理解
後，就有很多活動了。我覺得這反映出市場
學習過程。另外，我們過去一直推動和研究
的香港和內地基金互認，希望可以盡快出
台。這對兩地基金來往是很有幫助的。」

港基建專業服務水準 國際認可
隨着國家相繼成立絲路基金、亞投行，

「一帶一路」戰略、「走出去」步伐正在加
快。陳家強表示，特區政府積極參與其中，
加入亞投行對於香港意義重大，發展空間不
可限量。「亞投行特別強調基建投資，很實
在。基建投資、融資在亞洲不多見，香港作
為金融中心有條件、有能力去提供這些金融
服務，也增加香港這方面的金融業務。此

外，很多基建項目香
港可以參與提供專業
服務，我們這方面的
水準是受到國際認可
的。」
特區政府未雨綢

繆，制定多項措施應
對機遇與挑戰。政策
離不開「人」來執行，曾任香港科技大學工
商管理學院院長的陳家強認為，香港學生應
有國際視野，要敢於「闖出去」，迎接挑
戰。「香港有好的大學，好的學生，但我覺
得更要一個好的環境。不是刻板地學東西，
而是多些思考，多表達自己的理念和強調溝
通的方法。只要給機會年輕人，鼓勵他闖出
自己熟悉的圈子，他們學東西會很快。這些
是要靠不斷努力的。」

暑期教興趣班「最筍」時薪90元

陳家強：亞投行富潛力 港生要「走出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踏入5月，除了畢
業生準備投身社會工作外，不少青年趁暑假空檔找暑
期工或兼職賺外快。不過，近年愈來愈多機構舉行招
聘博覽，加上僱主傾向把資源留給長期員工使用，導
致今年暑期工種類及數量減少，九成暑期工集中在零
售及餐飲行業。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將於下周二（19
日）舉行青年就業暨暑期工招聘博覽，由40間公司提
供約1.1萬個職位空缺，其中時薪最高的暑期工為興趣
班導師，時薪90元。
由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主辦、第八屆「Say YES to

Work青年就業暨暑期工招聘博覽」將於本月19日在上
環市政大廈11樓舉行。今年女青邀請40間機構出席招
聘博覽，合共提供11,822個職位空缺，當中全職、兼
職及暑期工空缺分別為3,625個、3,263個及2,553個。
暑期「筍工」方面，於教育機構任職暑期興趣班導師
薪資最豐厚，時薪介乎50元至90元，為「筍工之
最」，該機構有意聘用60人。另有日式連鎖餐廳招聘
店務助理暑期工，不但有時薪，而且額外加設約滿酬
金，員工只要工作滿指定日數，便可獲3,000元酬金。
此外，蠟像館、港鐵招聘長期兼職。有機構把宴會助理
職位名稱易名「宴會兵團」，估計是為了增加吸引力。

需求少招聘會多 公司意慾減
女青年會青年就業服務督導主任林遠濠透露，僱主參與
招聘會反應未如往年踴躍，可能今年暑期工需求放緩，坊

間招聘會多，令招聘意慾減退，
「去年一出招聘會就齊集四十間機
構，但今年一開始，僅二三十間公
司有興趣，中間又有機構突然退
出。」他續指，今年青年找暑期工
的難度相應增加，不少公司認為，
暑期工在職時間短，年輕人未必做完整個時期，加上行政
工作繁瑣，索性不聘任暑期工，或改聘長期兼職。

連鎖書局主題樂園工種減
以往暑期工招聘博覽盡量納入多元工種，但今年尋

找公司參與有困難，一些以前深受歡迎的工種，如連
鎖書局、主題樂園等，數量明顯減少，甚至消失，最
後令九成暑期工種都歸零售、餐飲行業等，「反映雖
然現時機構難聘人手，但未因而降低要求。」他擔
心，市場上不乏高學歷求職者從事低技術工種，將來
或出現排擠效應，令學歷僅得初中的求職者需要從事
更多勞動性高的職業。
林遠濠指，女青年會推出生涯規劃，協助欠缺職涯

目標的青年投身職場。23歲的阿俊(小圖，袁楚雙 攝)
是其中一名服務使用者，5年前中學畢業後，一直未
有一份長期且固定的工作，他表示，生涯規劃可以協
助他改變工作態度，雖然未必立刻可以找到明確目
標，但足以令他更正面對待工作，「以前會對客人
『黑面』，現在會更專業，工作時較快樂。」

個別「筍工」推介

職位

*導師及助教
(60位)

*物業管理員
(120位)

攝影服務大使

*兼職店務員/
廚房學徒

宴會兵團

兼職車站助理
(100位)

註：*暑期工 資料來源：女青年會 製表：記者袁楚雙

薪金

日薪：$300-$450
時薪：$50-$90

月薪：
$10,000-$14,000

月薪：
$11,000-$12,000、
花紅、交通津貼

時薪：
$38、約滿酬金$3,000

時薪：
$40-$50、勤工獎

時薪：$51

入職要求

中五或DSE畢業、具教授小
朋友經驗優先，守時及具溝
通技巧，有責任心及耐性

學歷不拘、良好中文、經驗
不拘、持有指定牌照

中五或DSE畢業、經驗不拘

學歷不拘、良好中文、一般
英文及普通話、經驗不拘

中五或以上、經驗不拘、基
本電腦文書處理

於港鐵及輕鐵工作、中五或
DSE畢業、良好中文、經驗
不拘、性格主動外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
昨日以《體育造就命運》為
題在網誌撰文，談及第五屆
全港運動會賽事正在展開。
他說，對於有潛質的青少年
而言，如果成功走上精英運
動員的道路，將會創出人生
新天；即使不成為精英，體
育仍可助改變人生路向，在
社會上產生正面影響，如本
地成立的志願組織「奮進行
動」，就為不少邊緣青年提
供體育和相關活動，協助他
們重回正軌。

讚李慧詩等成就非凡
曾德成昨日在網誌上表示，

港運會目的是令體育運動在民
間普及，提升市民生活質素。
他指對於有潛質的青少年而
言，經過努力，如果成功走
上精英運動員的道路，將會
創出人生新天，如「牛下女
車神」李慧詩、近月奪得世
界女子職業桌球錦標賽冠軍
的吳安儀、贏得亞洲壁球錦
標賽冠軍的歐鎮銘等。即使
不成為精英，體育仍可助改
變人生路向，在社會上產生正
面影響，如本地成立的志願組
織「奮進行動」，就為不少邊
緣青年提供體育和相關活動，
協助他們重回正軌。

昨日選拔賽共有96人參加，最快到頂的9男3女可
晉身決賽。響號聲一起，各健兒鬥快「攻頂」。

男子組最終由2011年「包山王」、任職消防員的張文
翔以7秒98第一名晉身決賽，而去年「包山王」、同
為消防員的郭嘉明，則以8秒20成績位居第五名晉
級。至於女子組方面，去年「包山后」黃嘉欣以11秒
31佳績第一名晉級。
張文翔表示，冠亞軍都攞過，今年會以三甲為目

標。郭嘉明則說，今年多了年輕人參加，但自己勝在
有經驗，有信心成功衛冕，「我勝在經驗方面比他們
好，他們可能首次參加，未曾接觸過竹棚和有包的情
況下去爬，經驗可能欠缺少許，但當你接觸後，就知
道原來有包的情況去爬其實很難，會很徬徨。」
20歲的陳翔志今年首次參賽，即以8秒17第四名打入

決賽。他指自己參加橋攀石4年，一年前更成為全職攀
石運動員，早前在全國攀岩比賽贏得第二名。他指自己
勝在手腳協調較好，對是次成功入圍已感到不錯。
黃嘉欣指，雖然有傷患，幸好比賽時沒有影響發

揮，「起碼滿意自己的表現，因為很順暢，沒有跣
腳。以前曾經試過更大雨，今年有了以往經驗，沒有
太大擔心，自己想集中在線道，就可發揮得最好。」
剛於今年1月結婚的黃嘉欣，是次比賽有母親和丈夫一
同到場打氣，其中丈夫更為她拍下比賽過程，放棄參
加初賽。黃嘉欣則指，母親每年都會為她作賽打氣，
會把入圍紀念品送給母親，作為母親節禮物。

七旬翁克服畏高 擬坐飛機
眾多參加者中，最年長參加者的70歲長洲居民曾繁

榮，受天雨及手汗影響而表現失準，未能晉身決賽，
但為成功克服畏高及幫助推廣搶包山活動而感到高
興。他指自己過往出遊都會乘車、乘鐵路而避搭飛
機，坐飛機去旅行將是下一個挑戰目標。

來港工作日人 完成賽事獲掌聲
其中一名最年輕的參賽者、18歲的黃佩伸雖然未能晉

身決賽，但賽後獲「師姐」黃嘉欣鼓勵，指明年會捲土
重來。剛於4個月前來港工作的日本人田中努，昨日穿上
自己設計的T恤，其多名日籍同事都到場打氣。田中努雖
然在初賽分組包尾，但完成賽事時仍贏得全場掌聲。
選拔賽除了要爭取出線之外，亦會影響參賽者在決賽

當日的賽道。搶包山決賽定於本月25日晚，在長洲北帝
廟足球場舉行，參賽者要在指定時間內摘取包山上的包
子，位於包山上不同範圍的包子分數有別。得分最高的
健兒便可勝出，而男女子組的成績將分開計算。今年
起，最快贏到三屆「包山王」和「包山后」可獲得擂台
獎。市民亦可在本月17日參加攀爬嘉年華，試爬包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長洲太平清醮重頭戲「搶包山」昨日舉行選拔賽，選手要以最

短時間攀登約14米高的包山架，最終9男3女晉身決賽，包括上屆「包山后」黃嘉欣、 2011

年「包山王」張文翔和上屆「包山王」郭嘉明，相信正式比賽當日會有一番龍爭虎鬥。

飄色會景巡遊是每年長洲太平清醮
另一重頭戲，小孩會扮演不同中國傳
統神明，在長洲大街小巷遊行，反映
社會時事的題材亦成為焦點。長洲一

個同鄉會，今年選用韓國人氣遊戲節目「Running
Man」和社會熱議的「水貨客」問題，作為今年飄
色主題。飄色師傅黃成就早前雖然曾表示要「收
山」，但懂得製作支架技術的人少之又少，唯有繼
續親手製作飄色用具，讓飄色傳統傳承下去。

長洲太平清醮的飄色會景巡遊，將於本月25日下
午舉行，巡遊隊伍將由北帝廟外出發，在長洲市區
繞一圈，並同以北帝廟為終點。飄色題材包羅萬
有，小孩會扮演中國傳統神明、神話故事角色、政
府高官，甚至大熱韓國電視劇主角等。

選韓遊戲節目《Running Man》
長洲惠海陸同鄉會主席鄺世來表示，繼去年以大

熱韓劇《來自星星的你》作為飄色主題，今年再推
「韓風」飄色，選用韓國人氣遊戲節目《Running
Man》。
長洲飄色師傅黃成就表示，雖然自己未看過該節

目，但聽過年輕人簡介後，特意為此主題用木條製
作約30塊髹上金漆的「金磚」，又以節目其中一個
遊戲工具石春板作裝置，參與飄色的小孩則會穿上
運動服，扮演節目主持。
另一個飄色主題則為近期社會熱議的「水貨

客」，並以深受旅客歡迎的奶粉、藥油、化妝品等
作裝飾。鄺世來表示，製作此飄色是希望社會「以
和為貴」，期望港人與內地旅客和諧共處。

後繼乏人 飄色師傅「焗無休」
早前曾表示要「退休」的黃成就，由於懂得製作

支架技術的人少之又少，今年決定繼續親身參與飄
色置飾和支架製作的工作。
他又指，現時找小孩參與飄色已越來越困難，所

以要靠朋友如「星探」般在街上尋找適合的小孩擔
當，參與飄色的小孩年齡亦有所提升，讓飄色傳統
得以傳承下去。 ■記者 羅繼盛

飄色「韓風」再吹 移植人氣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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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太平清醮期間，都會吸引大批遊
客到長洲觀光。負責製作傳統平安包的

餅店指，雖然成本上升20%至30%，但今年會維持原價
出售。有商戶則預計，生意僅較平日多10%至20%。但
當地度假屋指，預訂情況未如以往踴躍，整體租金水平
較去年低約10%。
有份製作平安包的康蘭餅店負責人郭予泉表示，雖然過

去一年平安包成本上升20%至30%，但眼見經濟情況未算
太好，所以決定平安包不加價，維持售價每個8元。他又
指，現時難以預計平安包銷情，會視乎當時天氣情況，按
需求準備平安包數量。

魚蛋老字號生意僅多一兩成
售賣魚蛋的長洲老字號「甘永泰」負責人甘先生表示，

預計太平清醮期間遊客增加，但受到飄色巡遊封路影響，
預計生意僅較平日多10%至20%。他又透露，由於成本上
漲，售價每斤120元的蝦丸，現時只是剛剛回本，只在假
日出售以饗食客。
度假屋出租情況與往年差不多，度假屋負責人指，在長

洲的遊客人流近期雖稍為上升，但大多數遊客即日來回，
度假屋未見受惠。
同樣經營度假屋生意的伍先生表示，太平清醮期間，長
洲度假屋租金較平時假日貴30%至40%，過往一個多月前
已有遊客詢問太平清醮度假屋預訂情況，但今年到近日才
接到查詢，而今年整體租金水平都較去年低約10%。他相
信，由於港人外遊成本下跌，享有三四天假期寧願到境外
旅遊，令度假屋需求減少。 ■記者 羅繼盛

平安包不加價
度假屋租平一成

■黃成就(右)和鄺世來(左)合照。 羅繼盛 攝

1212健兒搶包山健兒搶包山「「爭王奪后爭王奪后」」
■■99男男33女選手將於女選手將於
本月本月2525日晚再在包日晚再在包
山上決一勝負山上決一勝負。。

羅繼盛羅繼盛 攝攝

▲ 「 甘 永
泰」負責人
甘 先 生 表
示，受到飄
色巡遊封路
影響，預計
生意僅較平
日 多 10%
至 20% 。
羅繼盛 攝

▶康蘭餅店
負責人郭予
泉表示，平
安 包 不 加
價，每個8
元。
羅繼盛 攝

尚算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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