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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二」再出 首日派表減半
樓價貴「上車」靠運或父母資助 市況波動領4,580表遜前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恒地旗下的
香港麗東酒店昨日結業，70名員工受影響，當
中部分人將被遣散。位於北角電氣道的麗東酒
店門外昨晚貼上結業通知，感謝各方多年的惠
顧及支持。據悉，集團向當局申請把上址改建
為寫字樓。
麗東酒店發言人表示，結業是商業決定，之

前已決定關閉香港麗東酒店，早與員工溝通。
當中有20人被遣散，會根據勞工條例發放遣散
費，另外50人將會轉到麗東旗下的其他酒店任
職。

訪港客下跌 入住率44.9%
根據恒地早前發佈的中期業績顯示，截至今

年 6 月底止，旗下 3 間酒店平均入住率為
44.9%，按年下跌29.9個百分點。酒店業務因
訪港旅客下跌，稅前盈利按年降三成，為提升
資產回報，決定結束香港麗東酒店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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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月餅量太多
一家食剩1.23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中秋將至，不少人習慣以月
餅作賀禮送給親朋好友，但有團體的調查指，每個家庭在去
年食剩1.23個月餅，而食剩的原因是月餅數量太多；亦有
35%人會直接棄置剩餘的月餅，僅有14%會捐贈到社福團體
或食物回收機構。團體呼籲市民應以水果或其他較耐存的食
品代替月餅送贈親友，或以短訊表達心意代替。
「食德好」在7月至8月期間進行「月餅消費模式調查」，

成功訪問340人，調查發現，有54%受訪家庭在去年有食剩
月餅的情況，經計算後平均每個家庭食剩1.23個月餅；當中
有54%人認為月餅數量太多是食剩的原因，其次30%是健康
原因，近30%則是不合口味。

團體倡送水果代月餅
調查又發現，若有剩餘月餅，45%人會送贈親人或朋友，

但有三成半人選擇直接棄掉，僅有14%會捐贈予社福團體或
食物回收機構。「食德好」呼籲市民應以水果或其他較耐存
的食品代替月餅送贈親友。
「食德好」行政總監鄧燕梨指出，過去數年有多達300萬
個月餅被棄置，去年有100萬個月餅被棄置，數量有下跌趨
勢，浪費食物情況有改善，她認為與市民的環保意識提高有
關，亦冀每個人能為環保做多一步。
為進一步鼓勵減少浪費食物，「食德好」推出首個「有營

過中秋」約章，現有63間來自不同團體，包括商場、屋苑、
私人企業等，承諾今年不送贈月餅賀禮予客戶夥伴，或向客
戶夥伴表示不接收月餅賀禮，以紓緩送禮習慣引致的剩食問
題，盼長遠帶起節日惜食。

3女網購月餅券被騙47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鄺福強）警方早前接獲報
案，指有人在社交媒體聲稱可以低於市價3%出售半島酒店的
月餅券，有3名買家以銀行轉賬付款後，未能聯絡上賣家及沒
有收到所購買貨品。元朗警區重案組經深入調查後，昨午4時
於荃灣海霸街拘捕一名35歲姓林男子，涉嫌「以欺騙手段取
得財產」。
據悉，網購月餅券受騙3名女受害人，分別集親友及同事

合共購買約5,100張月餅券，涉及金額約47萬元。
警方呼籲市民於使用社交程式時提高警覺，切勿輕易將金錢

或財物交給陌生人。如發現有人聲稱以低於市價放售物品，亦
應加倍留意，一旦發現有可疑，應停止交易及與警方聯絡。

■「食德好」呼籲市民應以水果或其他較耐存的食品代替月
餅送贈親友，或以短訊表達心意代替。 鮑旻珊 攝

■■酒店昨日沒有營業及接收住客酒店昨日沒有營業及接收住客。。

■香港麗東
酒店昨日宣
佈結業。

第二輪「白表免補地價購買二手
居屋計劃」昨日開始接受申

請，是次提供2,500個名額，90%為
家庭配額，10%分配予單身人士。
家庭申請者的入息及資產限額為4.8
萬元及160萬元；單身人士的入息及
資產限額則為2.4萬元及80萬元，截
止申請日期為下月8日。

抽居屋未中退而求其次
從事會計行業、80後的黃先生昨

日到場領取表格，以單身人士身份
申請。他表示，現時與家人居住於
九龍東，本身也有考慮購買私樓，
但因樓價太高，所以暫時不會買。
他稱：「我上次也有抽居屋但未能
成功，我知道今次只有250個單位給
單身人士，機會雖然低，但也可以
嘗試下，因為暫時未有其他更好的
機會。」
黃先生又認為，「本港現時主要

是樓市的供應不足，有不少人想找
居所住也很難， 就算是未結婚，但

若有能力及有機會都會想置業，租
樓是一個支出，但買樓會是一個資
產，保障會較大。」被問及心儀的
地點及預算時，他則稱：「抽到再
算吧！因為知道機會都好渺茫，如
果今次又抽不到，就會先觀察一下
情況再算。」
另外，一家三口居於樂富的林
太，昨日亦為女兒領取表格，希望
她以單身人士資格申請。她稱：
「現在間屋好細，約300呎，放衣服
也沒有位，所以希望她可以自己搬
出去住。」林太指，女兒現時廿餘
歲，從事文員，月入逾1萬元，根本
負擔不起購買私樓。她稱：「我當
然要幫她付首期，但就要她自己供
了。」

一家三口擬再添丁「搬大屋」
除單身人士想「分一杯羹」外，

不少80後家庭都想藉此計劃「上
車」。80後、現育有一子的楊太，
一家三口現居於新蒲崗一個約300多

呎舊洋樓單位，由於計劃再添丁，
所以希望「細屋搬大屋」。楊太
指，其家庭入息少於4萬元，雖曾考
慮購買私樓，但擁有的資金只能購
買約200呎至300呎的單位，所以希
望今次「博一博」。她說：「我預
計會支出600萬元，希望可以選擇到
樂富或鑽石山的三房單位。」楊太
又稱，曾在新蒲崗附近看私樓單
位，兩房單位約需500萬元至600萬
元，若一個樓齡30年至40年的三房
單位亦需約700萬元。

陳太攞表出首期 盼兒「有個家」
昨日到場替兒子領取表格的陳太

表示，其廿多歲的兒子已婚，與妻
子及其外母居於沙頭角村屋，因為
上班不方便，所以希望抽到居屋。
她稱，「我都希望兒子有自己地
方，始終自己有個家會較好，但他
沒有考慮買私樓，因為太貴了。」
陳太希望能選擇新界區的居屋，屆
時亦會替兒子付首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本

港私人住宅價格持續高企，想「上

車」惟有等樓價回落。新一輪俗稱

「白居二」的白表免補地價買二手

居屋計劃，昨日開始接受申請，不

少市民到樂富房委會客戶服務中心

領取表格。有以單身人士申請的市

民表示，雖然知道名額很少，但實

在負擔不起買私樓，惟有碰一碰運

氣；亦有家長幫子女領取申請表

格，希望子女有自己空間，並表示

會幫他們付首期。樂富房委會客務

中心首日派出4,580份申請表，比起

2013年首次推出「白居二」首天派

表逾9,000份減少近半，或與近期市

況波動有關。

■■不少市民到樂富房委會客戶服不少市民到樂富房委會客戶服
務中心領取表格務中心領取表格。。 葉佩妍葉佩妍 攝攝

■80後、育有一子的楊太希
望申請白居二「細屋搬大
屋」。 葉佩妍 攝

■替兒子拿表格的陳太希望兒
子有自己一個家。

葉佩妍 攝
■從事會計的黃先生昨日到
場領取表格。 葉佩妍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強積金管理局於今年
1月22日，就「引入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自動
調整機制」的建議諮詢公眾6星期至3月5日，共收
到35,075份意見書。然而，當局其後突然擱置建
議，原因是公眾諮詢時建議內個別元素有不同意
見。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昨日約見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副秘書長張國財，要求政府立即重檢擱置自
動調整機制的做法，並重新展開更具建設性的諮
詢。
王國興指，強積金管理局就「引入最低及最高有
關入息水平自動調整機制」的建議諮詢公眾後，於6
月26日在未經諮詢全港勞工界及職工會的意見下，
便向立法會提出擱置是次自動調整機制的建議。他
認為局方的做法倉卒，以及不尊重全港職工會和打
工仔的權益。他稱，工聯會對此表示強烈不滿，要
求檢視有關不合情理、不關心打工仔權益的安排做
法，並重新進行諮詢。

王國興：問完擱置違工友意願
王國興表示，積金局在公眾諮詢完結後，擱置自

動調整機制的跟進，違背勞工界的意願。他指，
「引入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自動調整機制」對
於工聯會來說，雖然擔憂最低入息水平下限，可能
會影響工友，但仍支持主體建議方向。他解釋，因
為自動調整機制更能保障僱員的利益，並讓僱主及
受託人就實施新的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作更好
準備，惟當局突然擱置建議，喪失可以作改善的機
會，令人失望。
他又認為，即使社會對自動調整機制有不同意見，

積金局作為規管及推動改良強積金制度的法定機構，
應整合社會不同意見，以制訂符合打工仔權益的方案，
絕不能因此擱置相關討論。
王國興表示，在經濟轉差時，自動調整機制可能調

低最低入息水平，屆時會令原本不需要供款的工友受

到影響，因此他建議有關下限將不可低於最低工資水
平，以及考慮社會因素，以減輕基層工友在經濟惡劣
環境下的生活壓力。他又要求政府應重新展開諮詢，
確保全港打工仔的退休保障權益。

工聯促再議強積金供款調整機制

■工聯會要求政府立即重檢擱置入息水平自動調整
機制，並重新展開諮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石硤
尾聖方濟愛德小學前日驗出校內飲水機
食水含鉛量超標21倍，該校校長姚芬昨
日稱，有理由相信問題源自出水喉管，
校方已即時停用所有超標設施，改以樽
裝蒸餾水應急。
聖方濟愛德小學位於早前驗出鉛水超標
的石硤尾邨二期旁邊，遷入新校舍約5年，
校方早前抽驗的5個食用水樣本中有3個
超標，涉及地下操場飲水機、中央廚房及
飯堂。昨日學校於開學前接待新生參與小
一適應班時，已將有問題設施停用及封起，
改向學生派發樽裝蒸餾水。
校長姚芬指，當中超標21倍的飲水機，

原本用紫外光消毒食水，3個月前改用濾

水器，濾芯與教員室及校務處的水機一模
一樣，更換時間相約，如今唯獨它錄得超
標，有理由相信問題源自出水喉管。校方
稍後將再為校內其他地方飲用水進行化驗，
暫未能估計需時多久。
有該校學生家長稱，已從學校接獲通

知，對「鉛水危機」不太擔心，將為子
女自備食水，又指校方將於下周三（9
月2日）舉行家長會，解釋食水含鉛超
標的結果及討論下一步跟進情況。
鉛水風波蔓延至學校，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高永文對事件表示關注，將在今日的跨
部門會議集中討論，進一步了解學校建成
年期、水辦有否覆核、水管是否含鉛焊接
物等事宜後，再決定相應跟進行動。

「中鉛」小學改派樽裝水應急

■北區「全城清潔2015＠家是香港」粉嶺圍清潔日昨日舉行。圖為粉嶺圍原
居民代表彭未齊和彭慶培，以及粉嶺圍居民代表彭宏健清潔鄉村的行人路。

清潔粉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學歷並
非代表一切，只要肯努力，總會闖出
一片天地。香港機場管理局及香港青
年協會合辦的「機場大使計劃」昨日
舉行交接典禮，多位歷屆學員出席，
向學弟學妹發送正能量，展示何謂「學
歷不代表一切」。主禮嘉賓機場管理
局行政總裁林天福認為，該計劃可為
航空業注入新動力及發掘人才。
昨日舉辦的「機場大使計劃」交接
儀式，適逢踏入第二十屆，部分歷屆
學員出席，分享工作點滴和出路。第
十五屆學員浩仔提到，他中學畢業後
原心繫紀律部隊，惟學歷一般，缺乏
工作經驗，未能獲聘。機緣巧合下參
加「機場大使計劃」，其後再投考紀
律部隊，豈料投考成功。「擔任機場
大使期間，我學會待人接物，性格更
日趨外向。」浩仔認為在計劃中所獲
得的經驗，令他自信心提高，並了解
自己不足之處，對日後工作幫助甚大。
剛獲機管局聘用為營運主任不久

的邱領峯亦稱，他在缺乏學歷及工

作經驗之下，成為第十八屆「機場
大使」畢業生，畢業後因有相關機
場服務經驗，而獲機管局優先考慮
聘用，認為計劃有利就業前路，希
望日後能繼續於航空業發展。
青協理事會委員石嘉麗稱，不少年

輕人畢業後對前途感到一片茫然，亦
不了解自己的興趣，冀望學員可透過
參與該計劃，尋找未來就業方向，並
發揮自己最大潛能。她續稱，該計劃
為日後類似計劃提供藍本，有利之後
組織迎合學員需要的活動。

至今為航空業育才逾900
林天福則表示，香港國際機場為

全球最繁忙客運機場之一，客流量
龐大，所以航空業對人才需求甚
大；而計劃開展至今，已培育逾900
位青年，為行業注入新動力及發掘
人才；學員亦可透過不少計劃，增
進自身知識及技能。他希望計劃有
助提高服務質素，以迎接世界各地
旅客，並提升本港旅遊形象。

歷代「機場大使」集結 正能量傳後輩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張建宗（（前排左七前排左七））
與機場大使合照與機場大使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