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陳啟恒

2016年
2016
年 3 月 22
22日
日（星期二
星期二）
）

16少族才俊薦諮詢架構

特首明赴海南
出席博鰲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梁振
英將於明日（周三）起一連兩天到海南出席博鰲
亞洲論壇 2016 年年會。今屆年會的主題是「亞洲
新未來：新活力與新願景」。
梁振英明晚將出席博鰲亞洲論壇成立 15 周年紀
念晚餐會，並與在年會擔任義工的香港學生會
面。翌日，他會出席年會開幕式，並在香港特區
創新及科技局協辦的一場題為「發展創科與香港
的新經濟」的分論壇發表主題演說。創新及科技
局局長楊偉雄亦會在同一論壇與業界翹楚作深入
討論，另外，亦會與出席年會的嘉賓會面。
梁振英和楊偉雄將於周四（24 日）晚上啟程返
港。兩人離港期間，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創科
局副局長鍾偉強將分別署理行政長官和創科局局
長職務。

林鄭：吸納多元意見制定政策 促進共融社會和諧

基金會回應少族問題訴求
觀察研究
■100 個合共逾 1,400 名委員的政府公開諮詢
顧問委員會中只有1.9%為非華裔人士
■相信少數族裔人士可成為本港重要人才庫
■少數族裔人士帶來當地知識，亦認同香港
身份
建議
■篩選並向政府建議 16 名具能力加入政府諮
詢會的少數族裔人士
■促請政府邀請他們加入委員會
資料來源：小彬紀念基金會

■林鄭月娥與16名自薦加入政府諮詢會的少數族裔人士合照。

製表：記者 趙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少數
族裔的權益愈來愈受社會重視，但
有團體發現，現時香港 100 個合共逾
1,400 名委員的政府公開諮詢顧問委
員 會 當 中 ， 竟 不 足 2% 為 非 華 裔 人
士。小彬紀念基金會於昨日「國際
消除種族歧視日」發佈「香港是我
家：多元名單 2016」，篩選並向政
府推選 16 名來自各行業、具能力加
入政府諮詢架構的少數族裔人士。
出席活動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相
信，以後將有更多具能力的少數族
裔加入政府諮詢及法定委員會，令
制定政策時可兼顧少數族裔意見。

本港少數族裔人口佔總人口
3% ， 惟 經 基 金 會 研 究 發

現，100個合共逾1,400名委員的
政府公開諮詢顧問委員會中，僅
得 1.9% 職 位 由 非 華 裔 人 士 擔
任，當中近 80%為白人，餘下的
才是南亞裔等少數族裔人士。

小彬紀念基金會公開招募
為此，基金會於去年 6 月至 9
月期間，不問年齡、性別及國籍
地公開招募少數族裔人士自薦，
其間共收到 70 份自薦名單。經
篩選評估後，基金會共選出 16
名來自金融、教育、商業管理及
行政等範疇、具能力加入政府諮
詢會的少數族裔人士，並於昨日
舉行發佈典禮。
擔任主禮嘉賓的林鄭月娥致辭

時表示，要在華人社會的香港為
少數族裔人士創造平等機會，需
要更多社區努力及政府領導。
她指出，當局去年已加強教
育、就業、社區外展等支援少數
族裔的措施，相信促進少數族裔
平等共融是社會共同目標，建立
一個包容文化差異及種族和諧的
社會。
林鄭月娥續稱，大會經過才
能、專業、經驗及公眾服務等多
個 考 慮 因 素 才 選 出 16 名 候 選
人，形容每人都實力強勁。
她強調，政府致力促進不同國
籍人士享有平等機會，而現時平
機會、婦女事務委員會、青年事
務委員會均分別有非華裔人士擔
任委員。
她相信以後將有更多具能力的

趙虹 攝

少數族裔加入政府諮詢及法定委
員會，令制定政策時可兼顧少數
族裔意見，她會將推薦名單提交
13個決策局考慮。

馬夏邐：港老齡化需人才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交通諮
詢委員會委員、基金會主席馬夏
邐指出，本港人口急劇老齡化，
相信少數族裔人士可成為重要人
才庫。
她認為，他們不但帶來當地知
識，亦認同香港身份並留在香港
工作，促請政府、慈善機構及企
業應邀請他們加入。
基金會計劃總監陳惠珊透露，
未來將恒常公佈名單，期望讓政
府認識少數族裔人才，繼而促進
少數族裔平等機會。

中環海濱展 500 藝博精品

■Art Central 代表指，將展示 5 件主題大膽鮮明的藝術裝
置，挑戰參觀者探索藝術的領域。
彭子文 攝
■中環海濱舉行的 Art Central 場內展出逾 500 位來自全球
及亞洲、知名及新晉藝術家的作品。
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 第二屆香港當代藝術
博覽會（Art Central）昨晚於中環海濱舉行「開幕
夜」，場內展出 500 多件博物館級的藝術品，如由英
籍華裔設計師吳燕玲創作的巨型水晶互動藝術裝置
《Sundew》及本地藝術家陳麗雲的全新作品等。活動
創辦人之一 Tim Etchells 指出，香港絕對有能力舉辦

大型藝博會，更能媲美倫敦、紐約及邁阿密等國際藝
術城市的藝術周，望博覽會能奠定香港作為國際當代
藝術中心的領先地位。
Art Central 由 3 月 23 日至 26 日於中環海濱開放予公
眾參觀，正價門票 230 元。今年場內將會有首個融合
新媒體、數碼及行為藝術的前衛展覽「MUMM 新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物價水漲船高，
單是今年 2 月份外出用膳的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
升 3.6%，食品亦按年升 8.8%，難怪市民要想盡
辦法「慳錢」。政府統計處昨日公佈，今年 2 月
份整體消費物價按年上升 3.1%，較 1 月份的
2.7%升幅為高。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
的影響後，2 月份基本通脹率為 3.1%，亦較 1 月
份的 2.6%升幅為高，主要是由於新鮮蔬菜價格
升幅擴大所致。
統計處昨日公佈的數據顯示，今年首兩個月的
通脹率為2.9%，主要是基本食品價格在期內受惡
劣天氣影響急升所導致。
展望未來，環球通脹低企，輸入通脹應會繼
續受控，而欠佳的經濟形勢等因素會制約本地

繼今年 1 月本
港出現超級寒潮
後，市民本周五或要多穿衣抵抗寒流。
天文台稱，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
持續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低壓槽正
為該區帶來雷雨，預料今明兩日間中有
大雨及狂風雷暴，本周四氣溫顯著下
降，周五氣溫跌至攝氏 12 度。日本氣
象協會網站更預測，本港周五至周六氣
溫最低跌至7度。
■圖：彭子文 攝、文：尹妮

狂 風 雷 雨

成本的上升，通脹的上行風險在短期內應該有
限。
在各類消費項目當中，食品（不包括外出用
膳）價格在 2 月份錄得較高的升幅，按年上升
8.8%。住屋價格亦按年上升 3.9%，當中私屋租
金 亦 按 年 上 升 4.1% 。 此 外 ， 外 出 用 膳
（3.6%）、雜項服務（1.8%）、交通（1.2%）
等價格亦錄得按年升幅。不過，耐用物品及衣
履的價格則分別按年下跌5.1%及1.7%。
政府發言人表示，通脹在 2016 年年初有所回
升，以 2016 年首兩個月合計，消除農曆新年在
今年及去年於不同時間出現的影響後，以基本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計算的按年通脹率為 2.9%，
高於2015年12月份的2.4%。

海園樹熊「美美」腎衰竭安樂死

寒潮菜價貴 上月通脹 3.1%

體藝術」，將展示 5 件主題大膽鮮明的藝術裝置，挑
戰參觀人士探索藝術的領域以及反思對新媒體藝術表
達的看法。
此外，場內亦有表演探討大眾經常接觸的議題，如
新制度主義、資本主義及消費文化等，同時亦設有多
個餐廳及藝術吧，更有街頭美食區請來DJ現場打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
佩韻） 海洋公園踏入猴
年流年不利，繼上月初
5 歲金絲猴「虎虎」猝
死後，昨晨 11 時 46 分
為一隻 3 歲雌性南澳樹
熊「美美」（見圖）進
行安樂死程序。海洋公園
表示，「美美」因患上「草酸
鹽腎病」（oxalate nephrosis），自去年 4 月起接
受深切治療，但所有治療均告無效，終導致腎衰
竭。經過澳洲獸醫及公園獸醫團隊研究後，決定
讓「美美」接受安樂死。海洋公園現時仍有兩隻
南澳樹熊，目前身體狀況穩定。
3 隻南澳樹熊於 2014 年 10 月抵港並進駐海洋公
園新展館「澳洲歷奇」，雄性樹熊「熙熙」及雌
性樹熊「悠悠」很快適應展館，但「美美」抵港
後不久，便驗出其尿液樣本含有草酸鈣結晶體，
顯示其患上「草酸鹽腎病」。
克萊蘭德野生動物園獸醫 Ian Hough 表示，
「美美」到港時沒有病徵，而「草酸鹽腎病」對
南澳樹熊來說是一種常見但無法根治的疾病，患
病年齡可低至兩歲以下，專家一直致力研究此病
成因。
海洋公園動物及教育部執行總監蔣素珊指出，
公園的獸醫團隊及南澳州的樹熊專家反覆考量所
有醫療方案後，認為安樂死是唯一能夠為「美
美」解脫痛苦的方法，強調決定是切合動物園與
水族館協會就安樂死設立的準則。她續說，將進
行解剖和細胞組織的詳細化驗，進一步了解該疾
病。海洋公園已將事件通知香港漁護署、各相關
香港政府部門及南澳州政府。

醫局「特津」醫護
加班抗流感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近日冬季流感
高峰期令公立醫院急症室及病床出現迫爆情況，
食物及衛生局與醫管局解釋指出，由於今年冬季
及流感高峰期時間較長，病者增多，雖然早已調
配內部資源應付，但仍出現問題。醫管局已向員
工提供特別津貼，吸引他們加班，以及盡用現有
人手及病房，加快病床流轉，令問題獲得紓緩。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醫管局為應付
冬季流感高峰期所採取的措施。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葛珮帆認為，政府早應知道人口老化會令日後
求診者大增，為何一直沒有增加醫療設施及人
手？她又質疑今年的流感疫苗是否有效，因她注
射後仍患上感冒。另一名民建聯議員鍾樹根同樣
質疑疫苗的有效性。有反對派議員形容每年一到
冬季流感高峰期，公立醫院急症室就有如戰地醫
院，香港的公共醫療恍如置身第三世界。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回應時承認，本港醫
療出現結構性問題，過往 10 多年只有將軍澳醫院
及北大嶼山醫院落成，病床數量亦不多，但政府
已預視問題，將醫院發展計劃調節，如啟德醫院
將成為提供 2,400 張病床的大型醫院。至於當年
因經濟原因減少的醫學生人數，近年亦開始追
回，「醫管局現時可做的是採取應變措施，盡量
利用現有人手及病房，以及加快病床流轉。」

高永文：疫苗有效性勝往年
高永文又指出，是次為市民注射的疫苗，估計
保護率可達 60%至 70%，其有效性已較往年為
高。至於注射後仍患病，或與病者所患並非流感
有關，因其他病毒亦可導致相同病徵。
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表示，醫管局早在去年
10 月已準備如何應付冬季服務高峰期，惟因今年
冬季及流感高峰期的時間較長，醫護人手特別不
足。他透露已透過提供特別津貼等措施，吸引醫
護人員加班工作，而醫護人員亦有服務熱誠，估
計人手足以應付復活節期間的需求。

學位公僕起薪
不變保吸引力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
員工事務委員會昨日開會，
討論政府公務員薪俸及服務
條件常務委員會就公務員
2015年入職薪酬調查結果及
建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張雲正指出，學位職系
公務員薪酬水平較私人市場高超過一成半，是要
維持職位吸引力。
早前薪常會公佈公務員入職薪酬調查，指學位
職系公務員薪酬水平較私人市場高超過 15%，其
他職系則沒顯著差別，故建議公務員薪酬基準不
變，但需專題研究學位職位的獨特情況。張雲正
昨日表示，有關研究將於下次（2018 年）入職薪
酬調查前完成，並會把研究結果應用其中。
張雲正續說，學位職位是公務員體系的骨幹，
一般而言，只能從入職公務員提升至一些較高的
職位，絕少在事業階梯中間來聘請一些外來的員
工，「這對未來政府中高層管理與服務質素有所
影響，因此有必要維持職位吸引力。」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認同政府做法，認為此舉能
保障政府有足夠人才晉升至中高層職位。民建聯
議員蔣麗芸亦同意政府做法，因為公務員質素不
俗，而且私人市場的學位職位起薪點停滯不前，
難以應付通脹及生活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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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潮」
可縮公僕晉升時間
工聯會鄧家彪則表示，公務員需 14 年才能晉升
一級，私人企業則按表現升職，擔心晉升機會少
無法吸引年輕人加入政府工作。張雲正回應稱，
並非每個職位都要 14 年才能晉升，而且近年出現
退休潮，流失率上升有助縮短晉升時間。
另外，張雲正指逾 70%公務員已實行 5 天工作
周，但因部分職能與職級的差異令推展有難度，
未能實行5天工作周的員工集中在兩個大群組，包
括紀律部隊及食環署與康文署相對基層員工。
他重申，當局從 2006 年開始宣佈推行 5 天工
作周起定出一些原則，包括不應該涉及額外人
手、不應該減少員工規定時數及不影響緊急服
務。
■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