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1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霍柏宇 2015年6月23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昨日
討論《商品說明(不良營商手法)(修訂)條例》實施情況。海關代表
指，自2013年7月《修訂條例》生效，至上月底為止，共就287
宗個案採取執法行動，當中122宗成功檢控，9宗涉及被判監禁的
刑罰。
《商品說明(不良營商手法)(修訂)條例》實施兩年，海關、通訊

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及消費者委員會在2013年7月中旬至上月底期
間，共接獲超過1.9萬宗投訴，以虛假商品說明、誤導性遺漏、不
當地接受付款的投訴最多。海關已就4,781宗投訴展開詳細調查，
當中287宗投訴有採取執法行動，包括發警告或勸喻信、充公貨
品等。其中122宗成功檢控，9宗涉及判監的刑罰。

鄧家彪促引入冷靜期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指，部分行業如美容業仍存在不良營

商情況，希望當局多做教育宣傳及執法。工聯會議員鄧家彪指，
法例現時無設「冷靜期」條文，促當局引入冷靜期保障消費者。
香港海關關長張雲正回應道，現時海關接獲的檢控與投訴中，

貨品與服務的比例分別為3比1，他解釋由於服務沒有實體物件，
而且多以合約形式進行，海關人員有時甚至要喬裝搜證，因此檢
控相對貨品違法滯後。
他續指，「冷靜期」非海關單一機構可以決定，牽涉不同部門

大量的法律工作，不過海關於過去兩年的執法過程中取得有用經
驗，例如更了解甚麼行業的執法上會困難，如行業使用冷靜期應
怎樣用等，相信資料對未來落實冷靜期有重要作用。海關已成立
一支55人隊伍，專門處理困難、複雜、有組織並長期發生的個
案，未來亦會加強執法及對商家與公眾的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鄒詠詩）2014/2015年
度香港公益金周年頒獎典禮昨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舉行，邀請本港各界名人出席，並由會長及行政長
官夫人梁唐青儀擔任主禮嘉賓。公益金今年共籌得
善款3.19億元，較上年多8.5％，為歷年來第二高。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連續15年榮膺最高籌款
機構，今年共為公益金籌得逾1,200萬元。
公益金在過去一年共舉辦逾30項籌款活動，籌

得善款共3.19億元，成功超越籌款目標逾三成，
善款亦比往年多8.5％。本年度公益金籌得的善款
數目更為歷年來第二高，僅次於2010/2011年度
的3.5億元。梁唐青儀表示，過去一年公益金碩果
豐收，成果令人欣喜。

匯豐籌款數「15連冠」
匯豐連續第十五年榮膺最高籌款機構，亞太區行

政總裁王冬勝出席典禮領獎。匯豐慈善基金除積極
資助公益金各項目外，更撥出等同員工籌款總額的
善款捐予公益金，令善款倍增。匯豐銀行於2014/
15年度共為公益金籌得善款逾1,200萬元。
公益金於過去一年共撥出逾2.7億元善款幫助逾

200萬名有需要人士，服務涵蓋兒童及青年服務、安老服務、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醫療及保健服務、復康服務及社區發
展等。梁唐青儀期望各界繼續努力，將港人樂善好施的精神
發揚光大，令香港成為更溫暖及美好的家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暑假
是旅遊熱門季節，旅遊發展局表示，本
月初已開展新一輪夏季宣傳計劃，冀吸
引東南亞短途市場的過夜旅客訪港，但
有鑑於韓國爆發中東呼吸綜合症（俗稱
新沙士）疫情，影響作為本港第三大旅
遊市場的韓國旅客到訪意慾，旅發局亦
已暫停赴韓推廣計劃，並視乎疫情進
展，7月初再作決定。
旅遊發展局總幹事劉鎮漢昨日出席電

台節目時表示，內地、台灣、韓國依次
為本港三大旅客來源地，單以去年計
算，便有超過130萬韓國旅客訪港。
不過近月韓國當地爆發新沙士，適逢

夏天旅遊旺季，因此對兩地旅遊業構成
影響，「新沙士影響韓國旅客出外旅遊
意慾，因此對訪港數字有一定影響，韓
國人來訪少了，港人去韓國旅遊的人次
也少了。」他透露，赴韓國推廣香港旅
遊的計劃會暫停，直至7月初再視乎疫情
是否有好轉，再決定會否重新啟動推廣
計劃。

「反水客」累3月訪港客10年最少
他續稱，今年首4個月的訪港旅客數

字約錄得4%增長，其中3月份因日圓匯

率下跌，及本地發生「反水貨客」事
件，訪港人次是10年來最差，幸而4月
份已好轉，料5月份訪港人數會慢慢回
穩。他認為，日圓眨值對港影響大，不
少旅客選擇改道赴日，但估計影響只屬
短暫，因每個地方都有旅客容量上限，
不過外圍經濟環境未明朗，所以希望加
大力度在夏季針對短途市場作大型推
廣。
劉鎮漢又指，旅發局「香港Fun享夏

日禮」是近年最大的一個推廣活動，上
周已在內地、台灣、東南亞推出，對象
主要針對短途市場旅客，當局投放8,000
萬元在短途市場的電視台、社交媒體上
進行廣告攻勢，他不認同羅湖等內地旅
客經常往返的邊境沒有優惠派送是歧視
內地客，「亦有內地客經機場入境，而
且今次特別針對過夜旅客，機場旅客有
七成人是過夜旅客，其他邊境僅兩三
成。」
韓國昨日公布當地新增3宗中東呼吸綜

合症個案，總確診172宗個案；新增兩名
患者死亡，總死亡人數為27人。本港衛
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亦公布前日一宗懷疑
個案的化驗結果，初步證實對中東呼吸
綜合症冠狀病毒呈陰性反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5月份整
體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3%，
較4月份2.8%的升幅為高；剔除
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
響，基本通脹率為2.6%，同樣
高於4月份的2.4%。發言人指主
要受新鮮蔬菜價格上升影響所
致。
經季節性調整的綜合消費物價
指數，3月至5月期間的平均每月
變動率為-0.2%，與2月至4月相
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
施的影響，3月至5月的平均每月
變動率為0.2%，與2月至4月的相
應升幅相同。
各類消費項目中，價格錄得按
年升幅的類別為電力、燃氣及
水，在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中上升
21.9%，主因是部分住戶已用完政
府提供的一次性電費補貼；其次
是 住 屋 及 外 出 用 膳 （ 同 升
4.2%），食品（不包括外出用
膳）、雜項服務、雜項物品和煙
酒分別上升2.8%、1.8%、1.4%及
0.2%。

耐用物品衣履「逆市」見跌
另一方面，價格錄得按年跌幅

的類別為耐用物品和衣履，在綜
合消費物價指數中下跌5.8%及
3.5%。至於交通方面的綜合消費
物價指數，則與一年前同期相比
維持不變。
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

影響，截至今年5月為止的3個月
期間，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較一年前
同期上升2.6%，而甲類、乙類及
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分別上升
3.3%、2.4%及1.9%；截至今年5
月為止的12個月內，綜合消費物
價指數較一年前同期平均上升
3.0%，甲類、乙類及丙類消費物
價指數的相應升幅則為3.6%、
2.9%及2.4%。
政府發言人表示，基本消費物

價通脹在5月份保持溫和。鑑於輸
入通脹和緩以及本地經濟增長步
伐溫和，通脹的上行風險在短期
內應該有限。政府會繼續密切留
意通脹走勢，特別是通脹對低收
入人士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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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價升帶動通脹增0.2點

三屆王者決戰「麻將之巔」
世界賽獎金444萬 7月推線上資格賽吸數十萬人爭霸

旅發局暫停赴韓宣「香港遊」 商品修例兩年 成功檢控122宗

今屆世界麻將大賽將於12月5日及6日舉行，估
計要打足兩日才能產生新一個「麻將王」。世

界競賽管理有限公司總裁梅仁傑表示，是次「世界
麻將大賽」的總獎金最高可達444萬元，決賽中的
前 32 名參加者將按其最終名次獲頒獎金。冠軍除
了可獲得現金獎勵及象徵世界麻將冠軍的金麻將頸
鏈外，更將獲贈兩張往返溫哥華的商務客艙機票並
自動獲得下屆世界麻將大賽的參賽資格。

挑戰「麻將王」報名費8,888元
梅仁傑續說，為了吸引更多世界各地麻將好手
參賽，今年的「世界麻將大賽」除了秉承歷屆傳
統於香港、台灣、內地、日本、北美等其他國家

及地區舉辦資格賽外，各參加者更可在網上平台
進行訓練以備戰將於7月開始的網上資格賽。而
今屆比賽競爭相信會十分激烈，因為前幾屆「麻
將王」許宗澧、何國雄和陳德群都會參加今屆比
賽，若想挑戰他們，或做新一屆「麻將王」，除
要年滿21歲，還要付8,888元報名費。

前「麻將王」教路：忌常出沖
再披戰衣的第一屆「麻將王」許宗澧昨日笑

言，自從當上「麻將王」後，有很多人都會來挑
戰他，希望可以贏到「麻將王」，「有很多朋友
的朋友來挑戰我，因為他們都覺得贏到『麻將
王』是一件好光榮的事，而我一星期與眾『挑戰

者』起碼打3日麻將。」許宗澧又向有意參賽的人
教路，「打麻將有一半以上是靠運，所以打麻將
切忌經常出沖。」
何國雄則表示，世界麻將大賽將麻將這中國國

粹提升至國際水平，讓他有機會與世界各地的麻
將好手互相交流切磋，已經急不及待參加即將舉
行的比賽。陳德群亦說，希望再奪「麻將王」的
美譽。他又向大家分享其備戰心得，「作為全球
矚目的大賽，我將會面對來自全球各地好手的挑
戰，在大家技術水平在伯仲之間的情況下，我會
更注重自己的心態，讓自己時刻保持耐心及冷靜
以面對對手的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

總獎金高達444萬元的「世界麻

將大賽」，將於今12月再燃起

戰火。主辦單位世界競賽管理有

限公司今年更「搞搞新意思」，

除了秉承歷屆傳統於各地區舉行

資格賽外，又將在7月推出一系

列線上資格賽，估計可吸引逾數

十萬名來自世界各地麻將好手參

賽。2007、2008及2010年度冠

軍，港人許宗澧、何國雄和及陳

德群均表示，今屆會再披戰衣，

希望再奪「麻將王」的美譽。
■梅仁傑表示，是次「世界麻將大賽」的
總獎金最高可達444萬元。 ■右起：許宗澧、何國雄、陳德群在發布會上進行一場冠軍前哨戰。

■梁唐青儀擔任主禮嘉賓，並向籌款最多機構、
匯豐銀行代表王冬勝頒獎。 公益金提供

■責任編輯：李一凡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與聖雅各福群會攜手於2015年6
月6日（星期六）合辦「合和心．連心」端陽探訪，
藉此傳遞互相關懷社區的訊息。
「合和心．連心」端陽探訪已連續第五年舉辦，是
合和實業每年最大型的義工活動之一。合和實業一直
鼓勵義工團隊透過探訪獨居長者，與他們分享節日喜
悅和送上真摯祝福。
今次探訪活動得到近100名「合和心．連心」員工

及其親友組成的義工隊支持，一同親訪灣仔、銅鑼
灣、觀塘、荃灣及青衣地區合共約120戶獨居長者，
將溫暖和愛心傳遍香港不同的社區。今年整個端陽探
訪計劃的總受惠人數達800人。
活動當日，義工團隊一早於聖雅各福群會的總部集合，齊心協力為長者準備端午節「心意包」。心
意包內附有個人衛生防護用品、新鮮水果、日用品及由合和實業旗下九龍悅來酒店有限公司特意炮
製、以素食為材料的「輕盈五穀豐收糉」，鼓勵長者們建立健康飲食習慣。

■「合和心．連心」端陽探訪活動。

■忻浩忠教授（左）與馮少雲（右）合影

建行(亞洲)行長毛裕民表示：「建行(亞洲)很榮幸繼續冠名
贊助『建行(亞洲)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今年，為使

這項盛事更有意義，本行將於7月3日至5日舉辦『陸上龍舟
慈善賽』，讓市民大眾也體驗陸上划龍舟的樂趣之餘，同時
因應參加者所完成的划行總里數，捐出善款予香港展能藝術
會，協助推動展能藝術家參與更多藝術創作企劃及發揮才
華。此外，承接去年的合作，建行(亞洲)今年再度委託展能旗
下的藝術家，為本行設計一艘別具特色、11米長的龍舟擺設
和8支3米高的巨型龍舟槳展覽品在尖東海旁展出，歡迎市民
大眾到場欣賞拍照。」
旅發局主席林建岳博士表示：「『香港龍舟嘉年華』一向

是旅發局的夏季推廣重點節目，每年吸引不少國際健兒及旅
客參與。旅發局今年的夏季推廣以『大買、愛吃、玩不停』
為主題，而這個龍舟嘉年華有豐富的海、陸元素，正正體現
了『玩不停』的香港夏日特色。一連三日的嘉年華中，除了
會有連場緊張刺激的龍舟賽事外，還會增添嶄新元素，包括
首次在維港舉辦的「龍舟海上拔河」活動，以及今屆再次舉
辦的「扮嘢大賽」，務求為傳統活動帶來更多活力和歡樂氣
氛。旅發局衷心感謝盛事基金及各贊助和支持機構，特別是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及香港生力啤酒廠有限公司，連續多年對
這項大型活動的鼎力支持，並配合推出多項精彩活動，大大
提升了嘉年華的吸引力。」

香港理工大學（理大）紡織及製衣學系於六月十六及十
七日，一連兩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三場年度時裝
展，展示近五十位應屆畢業同學精心設計的作品。這些同
學分別來自服裝及紡織學學士學位課程及服裝及紡織品設
計文學碩士學位課程。是次時裝展吸引了近四千多名業界
代表、時裝設計師、傳媒朋友及時裝博客參加。
針織時裝作品展冠名贊助人、Estee Ella Limited 主席馮
少雲表示：「針織時裝展一直是理大學生展示他們的技
能，並經過多年的艱苦努力展示自己的設計和創造的完美
舞台。作為今年活動的冠名贊助商，Estee Ella很榮幸能支
持及培育這些新晉設計師，並為這麼有意義的針織設計課
程出力。」

理大紡織及製衣學系舉辦2015理大時裝展

合和實業號召義工與獨居長者共度端午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建行(亞洲)」]連

續三年冠名贊助由中國香港龍舟總會主

辦，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合

辦，盛事基金贊助的年度體育盛事「建行

(亞洲)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以宣揚中

國傳統文化，也為本港市民提供一個充滿

歡樂及別具節日特色的消閒活動。建行(亞

洲)更首次舉辦「陸上龍舟慈善賽」，讓市

民大眾一同參與善事，為社會上有需要人

士出一分力。

建行(亞洲)連續三年冠名贊助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

■(左起)盛事基金評審委員會秘書及旅遊事務助理專員巫菀菁、建行
(亞洲)行長毛裕民、旅發局主席林建岳博士、龍總主席馬兆榮醫生、
香港生力啤酒廠有限公司品牌經理何斯樑於新聞發布會主持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