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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薪酬趨
勢調查委員會日前確認薪酬趨勢調查結
果，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昨日分批
與公務員團體見面，聽取意見。紀律部
隊評議會在會後表示，在會上反映了調
整需要顧及同事生活開支的訴求，希望
至少追上6.1%通脹，但鄧國威尚未作出
具體回應。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
稱，會上提出希望當局檢討扣減遞增薪
點機制，並指鄧國威承諾向行會如實反
映訴求。
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日前確認是次薪

酬趨勢調查結果，鑑於調查數據有誤，
把高級公務員加薪「淨指標」上調0.04
個百分點至3.46%，中級及低級公務員
「淨指標」維持4.12%及3.02%。調查結
果將交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最
終加幅，但今年兩個代表高級公務員的
職方團體均拒絕確認調查結果，連同早
已退出機制的警察評議會及紀律部隊評
議會，僅得代表低級公務員的第一標準
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確認報告。

冀加薪顧及同事生活開支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昨日下午分

批與公務員團體見面，聽取公務員對加
薪的意見。紀評會職方代理主席李君傑
在會後表示，已向鄧國威反映薪酬調整
需要顧及同事生活開支的訴求，同意其
他紀律部隊成員提出加薪至少要6.1%的
要求，否則購買力將被蠶食，但鄧國威
在會上尚未作出具體回應。
對於薪酬趨勢調查結果發現有錯，李

君傑表示，紀評會已退出薪酬趨勢調查
委員會，故不方便評論委員會對數據的
處理結果。至於日後會否考慮重新加入

委員會，李君傑指這是評議會的集體決定，難以代
表所有屬會回應。

「第一評」：遞增薪點續升減加幅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主席李惠儀則表

示，在會上有向鄧國威反映訴求，希望加薪幅度可
追上6.1%通脹，加上不少低級公務員已達頂薪點，
期望當局考慮公務員要求。她又指，遞增薪點逐年
上升，會降低實際薪酬加幅，故在會上提出希望當
局檢討機制，指鄧國威承諾向行會如實反映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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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劍橋或虐老 鄧家彪促交代續牌

「長者安居樂」選址紅磡
區員讚「好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文森）房協最新
一個「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選址曝光，位於紅磡
利工街。房協建議在該地興建一幢樓高34層的長者
屋，提供307個面積由約270呎至約480呎的單位。
有區議員指選址「好靚」，交通十分方便，認為對
長者有一定吸引力。

擬建高34層長者屋 供307伙
選址是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面積近1,680平方

米，現時為停車場。房協指，為了滿足長者的住屋
需求，建議在該地興建一幢樓高34層的長者屋，單
位面積由約270呎至約480呎，提供307個單位，以
「終身租約」方式租予60歲或以上有能力獨立生活
的長者。他們只要一筆性繳付租住權費，之後只需
要交管理費。

吳奮金憂居民較想要公屋
房協將在下周四諮詢九龍城區議會後，再向規劃

署申請改劃為住宅用地，並放寬高度限制。九龍城
區議員吳奮金表示，利工街位置「好靚」，交通十
分方便，相信對「中產長者」有一定吸引力。不
過，他擔心計劃有阻力，因為當區居民可能比較想
要公屋。
這是繼將軍澳樂頤居和佐敦谷彩頤居後，長者安

居樂計劃下第三個項目。當時，樂頤居至少要有
100萬元資產，並支付26萬元至59萬元租住權費
用；彩頤居租住權費用則為62萬元。房協日前表
示，現在輪候名單已累積逾600個申請，平均等候
時間逾5年。

南丫海難調查報告
下月中交家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多位議員昨日在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追問政府有
關南丫海難內部調查報告的進度。有議員更指，
政府調查顯示共17名海事處人員行為不當，但事
發至今已有兩年，卻只有兩名海事處現任及前任
官員被檢控，又問為何仍未能看到報告中被遮蓋
的內容，質疑政府採取「拖字訣」，令家屬無法
追究。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陳煥兒昨日在會上回應

指，根據法庭命令，南丫海難家屬最遲可以在下月
13日閱覽海事處內部調查報告，同時會讓立法會議
員在保密協議下閱覽報告。對於家屬要求，就刑事
檢控海事處人員案件上向外聘請大律師尋求獨立意
見，陳煥兒回應指，律政司持開放態度，會嚴肅考
慮。

委託大學研成人小童共用救生衣
至於曾經研究參照陸上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

設立海上交通意外援助計劃，海事處認為不可行。
海事處又指，已委託大學研發適合成人與小童共用
的救生衣，相信製成品的價錢不會太貴，政府亦會
考慮是否資助業界購置。

國泰勞資談妥法律保障
工會：三議題全解決始撤罷工 同工不同酬削外站津貼待議

國泰勞資雙方昨日在勞工處安排下進行談判。資方
派出4名代表，包括國泰人事總經理王舜義、機

艙服務員總經理楊詠儀等。工會則派出主席黎玉嬋及副
主席丘志雄為首的10名理事。

勞：看不到取消罷工理由
黎玉嬋在會前表示，要解決同工不同酬、削減外站津
貼及執勤欠法律保障三大議題，強調這是基本要求，必
須獲全面解決，否則8月中的罷工行動勢在必行，而且
看不到任何理由要取消罷工行動。她指難以猜測談判能
否成功，工會有誠意解決雙方分歧，希望完全消除外界
對罷工的憂慮，重申工會將維持原意，一定不會按章工
作。她又稱，希望資方提供時薪制員工的薪金記錄，以
及外站津貼資料，但現時資方仍以私隱為由拒絕交出。
對於機艙服務員總經理楊詠儀在場，黎玉蟬稱對方只

屬列席身份，工會不會介意，因談判對口單位仍是人事
總經理，認為楊詠儀亦可趁機學習如何與服務員團隊溝
通。黎玉嬋續稱，公司政策近期在沒事先通知下不斷改
變，令員工無所適從，即使不斷向管理層反映，但訴求
仍不獲正視，令內部人心惶惶，如驚弓之鳥。
黎玉嬋會後表示，法律保障方面，工會及公司同意

成立委員會監察條文運作，雙方均會派出法律代表為
成員。但時薪問題未有時間處理；外站津貼雖有交換
意見，但未見大進展；薪金水平更未達共識。
她稱部分議題因時間不足未有討論，工會不想在此

糾纏，加上有細節要再與會員討論，故留待今日繼續
與資方談判。
對於是否有信心達成共識，黎玉嬋形容會面氣氛良

好，資方未有要求工會取消罷工行動，會面具建設性成
果，重申不會放棄任何議題，必須全數談妥才會簽署任

何協議及取消罷工行動，直言「有會員在後，有
power」。

資：工業行動對各方無益
國泰企業事務董事唐偉邦指，會議上雙方坦誠交流，

公司有現在的成果有賴員工努力，又指工業行動對每一
方都沒有好處，希望工會盡量減低對港人及香港經濟的
影響，並消除雙方的分歧。
他認為，會面進展良好，強調薪酬具市場競爭力，外
站津貼則需按既定機制處理。但他未有正面回應是否有
信心滿足工會三項訴求，又否認國泰沒有讓步，強調最
重要是雙方理解對方的立場，並取得共識。
國泰昨日黃昏發表聲明，指注意到有不少不正確訊息
傳出，重申公司對每一位員工都同樣尊重，會繼續提供
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以及改善工作環境。聲明又指，
了解到任何工業行動均無可避免對各方面帶來影響，公
司正積極地收窄勞資雙方的分歧，國泰航空會一直抱持
最大誠意與空中服務員工會展開對話。

張建宗勉溝通解決分歧建共識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表示，最重要令雙方走

到談判桌，相信只要雙方拿出誠意，可透過對話及溝通
解決分歧，從而建立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國泰勞資糾紛未解決，8月罷工威脅仍未解除。國泰勞資糾

紛昨日進入談判階段，工會要求國泰解決同工不同酬、削減外站津貼及執勤欠法律保障三大

議題。首日談判中，雙方就法律保障達成共識，將成立委員會監察條文運作，並各自派出法

律代表為成員。工會指會面氣氛雖好，但三項基本議題均須獲全面解決，才會取消8月中的

罷工行動。國泰則指，工業行動對每一方都沒有好處，未有回應是否有信心滿足工會三項訴

求，指最重要是雙方理解對方立場並取得共識。談判今日繼續。

■國泰航空勞資談判，工會指會面氣氛良好。 曾慶威 攝
■資方派出4名代表，包括王舜義、楊詠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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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地電
力市場未來發展公眾諮詢現正進行中，3
個月諮詢期將於6月30日屆滿。立法會
經濟事務委員會昨晨開會討論有關議
題，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進行檢討
時會以安全、可靠、價格合理和環保四
個能源政策目標為依歸，為電力市場引
入競爭是其中一個長遠目標。

鄧家彪郭偉強倡收緊兩電回報率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及郭偉強昨
日聯同約20名成員請願，促請政府收緊
《管制計劃協議》中的兩電准許回報
率。鄧家彪認為，《管制協議》變相鼓
勵兩電作不必要的資產投資，從而賺取
准許回報的最高水平。現時兩電以自願
形式就財務事宜跟政府簽訂《管制計劃
協議》，列明兩電每年准許回報率為其
固定資產平均淨值的9.99%。他批評兩電

經常「計錯數」，錯估未來的燃料成
本，亦增加不必要的資產投資，更向市
民多收燃料費用，導致電費上升，促請
政府把兩電的准許回報率降至 5%至
6%。
鄧家彪續指，政府必須就兩電錯估燃

料成本設立懲罰機制，以讓兩電承擔更
多因錯誤預測需求而引致電費上升的後
果。他建議政府設立具懲罰性的節能目
標，例如5年節能3%至5%，助減排及減
輕電費支出增長。另一方面，政府應積
極準備進一步開放市場，包括廠網分
家，並要求兩電公布廠網分別營運數
據，提升透明度和競爭性。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在立法會經濟事務

委員會上表示，根據環球市場趨勢，電
力公司准許回報率有空間下調至6%至
8%，香港要有更多供電者，才能締造成
熟條件，開放電力市場。

談判「籌碼」多 包括立法管市場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政府短期內不會
引入新競爭者，「肉隨砧板上」，將沒
有籌碼與兩電就2018年到期的利潤管制
協議談判。黃錦星指出，政府仍有不同

手法與兩電談判，包括立法規管電力市
場。
黃錦星又表示，進行檢討時會以安

全、可靠、價格合理和環保四個能源政
策目標為依歸，為電力市場引入競爭，
將是其中一個長遠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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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兩電准許回報率中的兩電准許回報率。。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劍橋護老院被揭發安排
長者在露天平台脫光衣服等候洗澡，有自稱曾經在多間
安老院舍工作達20年的員工昨日說，不論是私營院舍
或是政府買位的甲級院舍，都不時出現惡劣對待長者的
情況。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翻查社署資料發現，該
護老院只獲社署發出為期3個月的牌照，而牌照將於周
日到期，要求社署交代是否會再續牌。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張建宗指，事件或構成虐老，當局絕不容忍，社署及
警方都會徹查。

家屬疑父眼瘀曾遭虐打
10多名大埔區社工、區議員和街坊，昨日到劍橋護老

院外抗議，指護老院在平台脫光長者衣服的做法不人
道，損害長者尊嚴，促請政府徹查。院友家屬吳太投
訴，懷疑80多歲、患有腦退化症的父親曾遭虐打。
她指父親住在劍橋護老院約兩年，早前多次發現父親
眼睛瘀黑，於是向職員查詢，職員說可能是跌倒所致，
卻不能說出事件何時發生。最後她向主管投訴，父親才
再沒有出現這類瘀傷。
她又說，已經輪候政府宿位兩年多，但社工告訴她平

均要等3年才有機會獲配宿位，由於想方便照顧父親，
所以暫時不會轉院舍。

資深員工：院舍虐老常有
有自稱曾經在多間安老院舍工作達20年的員工昨日

致電電台節目表示，不論是私人院舍或是政府買位的甲
級院舍，惡劣對待長者的情況時有發生。她指曾在大型
院舍工作，院內護理員替女長者換尿片時沒有拉屏風遮
掩，對面床的男長者可看到整個過程。當時護理員解釋
是屏風不足及怕麻煩，又認為長者已經沒有性觀念，因
此即使院舍內設有屏風亦不使用。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翻查社署資料發現，該護老

院只獲社署發出為期3個月的牌照，而牌照將於周日到
期，要求社署交代是否會再續牌。他指一般護老院牌照
為期1年至3年，而且牌照條文註明平台並非牌照範
圍，質疑社署早知道護老院利用平台為長者洗澡，但尚
未制止和懲處。
立法會社福界議員張國柱認為，社署有需要檢討巡查

機制，除了要增加次數外，亦必須有決心執行政策，吊
銷有問題院舍的牌照。他指現時私院使用率只有約六七

成，相信即使吊銷有問題院舍的牌照，有關院友仍可編
配到其他院舍，社署亦可考慮委派其他機構暫時接管院
舍。

社聯：人手編制比例過時需檢討
社聯長者服務總主任陳文宜表示，護老院舍普遍人手
不足，但不能因此犯法。她指上世紀90年代制定的護
老院人手比例已不合時宜，需要檢討相關法例。目前私
人院舍每100名院友，平均只有16.3名護老員，資助院
舍是100比40，建議私人院舍人手比例至少要追上資助
院舍。

社署：發15警告信 突擊查96次
社署指，過去5年，共接獲12宗對涉事院舍的投訴，

當中未有涉及侵犯長者私隱的個案，社署先後發出15
封警告信，合共突擊巡查96次，確保安老院已改善。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對事件高度關注，並

指社署會徹查，或吊銷涉事院舍的牌照。他又指，若事
件屬實，是嚴重侵犯長者私隱、虐待長者的行為，絕不
能容忍，社署已把個案轉介警方處理，檢視是否有刑事
問題需要跟進。
張建宗指，社署去年對私營安老院舍突擊巡查4,000

多次，每間每年平均突擊巡查7次，強調院舍在巡查前
並不知情。對於涉事院舍雖然已收了多封警告信，但並
無被檢控，外界形容社署如「無牙老虎」，張建宗回應
指，有足夠證據一定會依法辦事，過去5年有44宗成功
檢控個案。

■鄧家彪要求社署交代是否會對涉事院舍再續牌。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