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文森） 亞視仍受欠薪
問題困擾，其中新聞部的早上及午間報道已經
停播。亞視高級副總裁劉瀾昌昨日表示，電視
台仍可按牌照要求提供最低限度服務，但同時
承認停播風險每時每刻存在。他又說，一直有
催促投資者發放薪金，希望盡快發放，「至少
大家可以歡歡樂樂過年。」

劉瀾昌：有同事已提出辭職
亞視部分員工至今仍被拖
欠上兩個月的薪金，有傳多
達 300 名員工已遞交辭職
信。亞視新聞及公共事務部
高級副總裁劉瀾昌昨日出席
一個活動後證實，部分同事
已提出辭職，暫時未知實際
數量。
他又說，雖然亞視仍可按
牌照要求提供最低限度服
務，即夜間及晚間兩節新
聞，目前人手仍可以應付，
但坦言停播的風險每時每刻
存在。

劉瀾昌續指「未來很多事情我們都未估計
到」，一直有催促投資者發放薪金，希望他們
能以員工利益為先，盡快發放薪酬，「至少大
家可以歡歡樂樂過年。」他又指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與通訊局只會罰錢，對政府援助不報以希
望。
至於亞視的免費電視牌照將於4月終結，電視

台在未來的發展方向如何，劉
瀾昌指網絡電視是其中一個發
展路向，也是整個行業的大趨
勢，又指亞視有廠房、設備及
具經驗員工等優勢，但關鍵是
投資者能夠提供足夠資金，及
政府在有關方面持開放態度。
另外，昨日傍晚有網上有疑似

亞視節目截圖，指電視台「資金
及人手不足」，將於「明(今)天
晚上七時正正式結業」，「屆
時旗下所有頻道終止廣播」，
引起網民瘋傳，據了解有亞視
員工指該截圖並不真確，更表示
為網民上年的惡作劇，據報亞視
發言人已否認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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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太陽能電池功率破紀錄
高效有機環保 輸出功率推高至11.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文倩） 不少人都指望太陽能可成為未來

的可再生潔淨能源，但原來太陽能電池的製作中都會用到對環境有害的

溶劑。香港科技大學的研究團隊就成功以環保方式，研製出一種高效有

機太陽能電池，更刷新世界紀錄，將輸出功率推高至11.5%。有關突破

除了在近日被刊於國際學術期刊《自然．能源》（Nature Energy）

外，更被美國國家再生能源實驗室收錄於「最佳科研電池圖表」，是過

去40年以來，首次有香港的研究成果在有關研究的發展歷史上留名。

■顏河（左三）研究團隊的有機太陽能電池發電效率創新紀錄。 科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文森） 申訴
專員劉燕卿昨日宣佈根據《申訴專員
條例》，就房屋署在公共屋邨展示宣
傳品的安排展開主動調查。現時房屋
署轄下有逾210個公共屋邨，房屋署主
要為居民提供安全、清潔、寧靜及具
備多元化服務的居住環境。為了讓公
屋居民能得悉區內各持份者所提供的
各種服務，房屋署在各屋邨設定位
置，讓有關團體及人士展示宣傳品
（例如橫額、宣傳板、海報、小冊子
和傳單），向公屋居民傳遞相關資
訊。
然而，有市民向申訴專員公署投

訴，指房屋署屋邨辦事處在審批宣傳
品的申請時，對審查宣傳品內容的標
準不一，張貼宣傳品的具體安排不

公，處理多重身份人士（例如當區民選區議員
同時亦是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委員）的申請欠
妥當，以及缺乏適當監管及懲罰機制。申訴專
員公署初步查訊顯示，房屋署在處理公共屋邨
內展示宣傳品一事上可能有欠妥善。
劉燕卿昨日表示，全港約30%人口居住於公
共屋邨，而現今社會上的團體及組織提供的服
務十分多元化，他們均希望盡量將其資訊發放
給公屋居民，包括展示宣傳品。倘房屋署對屋
邨內宣傳品的展示未能管理得當，很容易會造
成團體甚至居民之間的矛盾，「公署這次主動
調查，就是要探討房屋署的現有機制，是否能
確保有關宣傳品能公平有序地在公共屋邨內展
示。」
公署是次主動調查的審研範圍包括房屋署審

批公共屋邨內展示宣傳品申請的準則和張貼宣
傳品的安排；房屋署監察屋邨內展示宣傳品事
宜的機制，包括處理投訴機制、審批記錄與檔
案的保存和整理、懲罰違規人士的機制等，以
及予改善之處。申訴專員歡迎市民就有關課題
以書面提出意見，並於下月1日或之前將意見
送達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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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訪印度研共同探索創科發展

編者按：由中國新華電視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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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逢星期一獨家刊載文字版節錄。
香港傳真WeChat ID：cnchktv。
2016 年伊始，

全球資本市場遭遇
「開門黑」，香港
更再現「股匯雙
殺」。不少投資者
擔心 1998 年金融
危機即將重現，香
港實行了30多年
的聯繫匯率制面臨
崩潰。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接受
《香港傳真》專訪時表示，此次資本市場
的震盪屬正常現象，並無跡象表明有境外
投資者意欲狙擊香港資本市場，金融危機
更不會重演。「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有
大量資金逃到香港避難，資料統計達到
1,300多億美金。現在香港經濟有一些下
滑，美元加息，再加上香港沒有外匯管
制，所以有資金出逃，這個在經濟循環中
很正常，並不是在衝擊匯率和股市。」
張華峰指出，即便近年來到港避難的資

金「出逃」一半，對香港資本市場造成的
影響也有限。他認為，如今香港的資本市
場環境與回歸初期相比發生了很大改變。
「1997年香港銀行體系的整體流動資金只
有幾十億港幣，如今的數字是三千億港
幣。1997年香港的外匯儲備不足一萬億港
幣，如今已近三萬億港幣。」張華峰稱，
若境外投資者決心狙擊香港，定會充分計
算與香港龐大儲備和健全機制抗衡的機會
成本。

聯繫匯率無必要調整
談到聯繫匯率，張華峰認為香港實行聯
繫匯率至今非常穩定，將港幣兌美元的匯
率固定在7.8左右仍然合適，對香港社會
的穩定和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目前沒有必
要調整。他表示，香港健全的法律體系和
資本市場監管制度依舊牢固，同時背靠內
地龐大的市場，對於投資者而言仍然有
較高的吸引力。
展望未來的投資機遇，張華峰強調，香

港應積極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爭
取成為亞投行的營運中心，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和資產管理平台，針對「一帶一路」
的項目面向市場集資。「這可以帶動律
師、會計師、稅務師等相關行業的發展，
帶動資本市場的發展，對香港十分有
利。」

張華峰談「股匯雙殺」：
非金融危機先兆

■■張華峰張華峰

■申訴專員劉燕卿。 資料圖片

■劉瀾昌承認亞視停播風險每時
每刻存在。 馮健文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社區組織協會昨日前往
立法會申訴部，反映現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及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存在的問題。社協批評實行8年
的交通津貼過去一直沒有跟通脹調整津貼金額，600元的
津貼額不足以幫助低收入家庭，為他們生活上的開支提
供重要的援助。

促增至850元逐年調整
社協引述2009年10月至2015年10月的綜合消費物價
指數由 99.5 增加至 125.8，平均按年變動百分率為
3.54%，估計基層僱員用於交通開支也不斷上升，其中港

鐵及九巴自2009年至2015年累積加幅逾10%，但津貼金
額卻未有跟隨調整，建議交津金額應由600元提高至850
元，並逐年調整津貼金額及申請資格。
社協指，交津規定單人住戶入息限額為8,000元、兩人
住戶為1.53萬元、3人住戶為1.76萬元；但同樣以補助低
收入家庭的關愛基金（N無人士生活津貼）卻以申請公屋入
息限額為標準，單人住戶入息限額為1.01萬元、兩人住戶
約1.61萬元、3人住戶約2.10萬元，因公屋入息限額有考
慮私樓貴租金的問題。社協批評兩個計劃目的均為扶助低
收入在職人士，但入息限額釐定卻出現雙重標準，交津限
額過份嚴格，令低收入勞工被拒諸門外。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方面，社協指勞工及福利局
限制申請家庭人口每半年不得離港超過30天，但不少新
來港家庭暑假均會回鄉減低生活開支，建議放寬相關限
制。
社協又批評勞工處至今依然未有公開「交津」計劃檢

討進度，亦從未就計劃舉行地區諮詢會收集公眾意見，
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多次向外界強調2015年年底
可望完成檢討，卻一直沒有落實完成檢討日期及交代檢
討的結果，對此舉感到極度遺憾。
社協建議調高申請「交通津貼入息限額」至「關愛基

金水平」；仿效關愛基金簡化重覆申請程序，每12個月
寄出簡化版再次申請同意書，減低行政程序；考慮調整
已滯後的入息限額達至少達至N無人士申請的「較合理
入息限額」。

社協批交津無跟通脹調整

「最佳 科 研 電 池 圖 表 （Best
Research – Cell Efficiencies

Chart）」自1976年開始，記載史上研發
各種太陽能電池所刷新的最高轉換功率。
由科大化學系助理教授顏河所領導的研究
團隊，就研發出一種輸出功率達11.5%的
有機太陽能電池，刷新了該圖表「新興有
機太陽能電池」（Emerging organic solar
cells）類別的最新世界紀錄。

突破電池製作法不傷環境
顏河表示，是次的研究突破，不止是效
率更高、作用更好，更重要的是，有關電
池的製作方法不傷環境。原來，一般有機
太陽能電池雖然不含有毒材料，但製作高
效能電池時需要用到對環境有害的溶劑，
令高效太陽能電池的發展一直受到限制。
不過，科大的團隊在與西安交通大學

的合作中發現，將從石油中提取、低成
本的「碳氫化合物溶劑」（hydrocarbon
solvents），與具有精確設計側鏈的聚合
物結合，就可以造出形貌接近完美的有
機太陽能電池，其產出的功率更比利用
有害溶劑所生產的傳統電池更佳。因
此，團隊所研發的太陽能電池，既不含
有毒物料，亦無須利用有害溶劑生產，
是首個真正環保的太陽能電池。

顏河：有關材料屬「意外發現」
顏河坦言，有關材料其實是一個「意外
發現」，是研究人員在研究中發現原來材
料經特殊改造後可出現如此特別的現象，
「這對太陽能電池投入實用有很大幫助，
因為如果我們要生產太陽能電池，總不能
一直以有害的東西去做生產，這樣很難設
廠。」

他進一步解釋︰「太陽能電池必須做到
廉價、環保及高效。然而，現在許多高效
太陽能電池仍需於生產過程中使用有害溶
劑。我們的研究證明廉價又環保的碳氫化
合物，能製作出性能更優秀的太陽能電
池，此發現對所有太陽能電池的研究皆有
深遠影響。」

顏河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2004年於美
國西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2012年加入科
大之前，曾於著名有機電子公司Polyera
帶領科研團隊進行研究。
過去2年，顏河曾將高分子太陽能電池

的光電轉化率推高至10%以上，突破科學
界的瓶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鄭治祖) 行政長
官梁振英昨日率領40人組成的商務代表
團，在孟買展開首次官式訪問印度的行
程。他出席印度工商界的午餐會致辭時表
示，香港與印度在科研和項目商品化等有
很多合作空間，特別是印度在創科及科技
範疇的投資，可與香港共同探索發展。如
能用好香港作為印度和中國其他地區的
「超級聯繫人」角色，香港和印度雙邊貿
易更會有大量增長空間。

梁振英介紹港「一國兩制」優勢
梁振英昨日上午聽取兩個印度主要企業
集團的介紹，了解印度宏觀經濟狀況、營
商環境以及有關資訊及通訊科技和基建方
面的情況。他隨後於印度工商聯合會舉辦
的午餐會上致辭，向與會者介紹香港在
「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以及香港在
創新及科技方面的最新發展。
梁振英致辭時說：「我認為香港與印度

在科研、項目商品化和共同投資上有很多
合作空間。我們歡迎印度的投資，尤其是
在創新及科技範疇裡，一同和香港探索和
發展。」他續說：「香港是印度企業在區
域間或全球合作上的理想平台。我們擁有
經驗、專長和網絡，將香港和印度企業連
繫起來，達致互利的合作關係。」他並鼓

勵印度商界到訪香港，兩地商界領袖可藉
此舉行高層圓桌會議，討論合作機會。
香港和印度的雙邊貿易在2010至2014年
每年平均增長7%，在2014年更增長達
12%。梁振英指出，只要用好香港作為印
度和中國其他地區的「超級聯繫人」角
色，香港和印度的雙邊貿易有大量增長空

間。
梁振英昨午再到訪印度鑽石交易所，了

解印度的鑽石貿易。他其後參觀以香港為
基地的建築師事務所負責的商廈項目
「The Capital」。該項目正好作為香港專
業服務業成功拓展海外市場的例證。晚上
與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長法德納維斯會

面，就經貿合作等雙方共同關心的議題交
換意見，並出席由首席部長舉辦的晚宴。
梁振英今日會到孟買證券交易所出席敲

鐘儀式，之後會與馬哈拉施特拉邦邦長拉
奧會面。下午將於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
商務午餐會上發表主題演講，隨後啟程前
往新德里。

■行政長官梁振英（右）昨日在孟買與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
長法德納維斯（左）會面，就雙方關注的問題交換意見。

亞視停播風險「每時每刻都存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亞視員工受欠薪困擾，又面對電
視台4月牌照結束後前途問題，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表
示，留意到亞洲電視取消部分新
聞報道時間，指亞視拖欠員工薪
金不理想，勞工處會提供援助。
有立法會議員建議香港電台接手
亞視現有頻道時吸納亞視員工，
蘇錦樑回應指港台能否吸納亞視
員工要視乎其需要。
蘇錦樑昨日在立法會資訊科技

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一個會議上表
示，留意到亞洲電視取消部分新
聞報道時間，通訊局一直有關注
亞視服務能否符合條例和牌照要
求。
他又指亞視拖欠員工薪金情況

並不理想，勞工處會提供適當援
助。
有議員關注亞視情況，其中工

聯會鄧家彪建議亞視欠薪問題由
勞工處及香港電台一起統籌處

理。他又指出，亞視員工只能轉
工，難以轉行，希望政府回應在
港台接手模擬頻道時，所增加的
工程及製作人員的空間，能否吸
納亞視員工。
蘇錦樑回應指出，港台能否吸

納亞視員工要視乎其需要，而欠
薪問題需根據勞工法例處理。廣
播處處長梁家榮表示，港台非常
關注有關問題，至於能否吸納或
幫助亞視員工，要視乎港台空
缺，會與其他政府部門商討。
梁家榮又指港台初步計劃4月在
亞視的模擬頻道播放目前港台數
碼頻道的節目，希望可以由朝早
播放到深夜，盡量符合公眾期
望。
另外，商業電台的模擬聲音廣

播服務牌照將於今年8月到期，蘇
錦樑指行政會議正在處理續牌申
請，強調會根據程序及法例進
行，不同意當中涉及政治因素，
有結果時會盡快公佈。

鄧家彪倡港台吸納亞視員工

■梁振英在孟買參觀一幢由香港代表團其中一名成員參與設計的
商業大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