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台新城續牌12年無拖延
蘇錦樑強調無政治考慮 尊重編輯自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港府昨

日宣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批准香

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商業電台）及新城

廣播有限公司（新城電台）提出的模擬聲

音廣播牌照續期申請，為期12年，政府

會於2022年進行中期檢討。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強調，整個續牌申請處

理絕對沒有拖延，亦無任何政治考慮，港

府及通訊局亦尊重持牌機構的編輯自主。

20162016年年33月月2323日日（（星期三星期三））A9 香 港 新 聞■責任編輯：汪 洋

3月22日(第16/034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3月24日

頭獎：$8,048,860 （2注中）
二獎：$1,595,710 （1注中）
三獎：$61,490 （86.5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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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亞視
風波令不少打工仔失去飯碗，勞工處
昨日舉行廣播業專題招聘會，有線寬
頻、樂視、電訊盈科（now TV）、無
綫電視及香港電台5間傳媒機構，合
共提供約200個職位空缺，職位類別
涵蓋各類電視製作範疇，包括導演、
助理編導、燈光及工程師等，亦有行
政、銷售與文職等空缺。勞工處表
示，全日共吸引約200名求職人士參
加即場面試，當中約 50人為亞視員
工。
招聘會早上10時開始前，已有數十人

排隊，現場勞工處職員也指是次招聘會
比以往人多。排頭位的為前亞視工程部
員工蘇先生，他指預計會有不少人來應
徵，故提前兩小時到場。他表示，在亞
視工作了20年，希望可以盡快找到與電
子相關的工作。

嘆「行頭窄」會考慮轉行
同為前亞視工程部員工的黎先生擁有

逾20年攝影工作經驗，他指，沒有啟動

《僱傭條例10A》自動遣散，而是被亞
視臨時清盤人德勤遣散，到場是希望找
到同類合適的工作，惜無功而還，無奈
指「行頭窄，新電視台未開，舊的只餘
一間」。他表示，會考慮轉行，又指自
己有駕駛執照，或會當司機。
在亞視效力逾30年的譚先生也到場

碰運氣，他指，原本打算工作至4月亞
視牌照到期完美離開，沒料到出現那
麼多風波，感到十分遺憾。他同樣是
被德勤遣散，又指，自己本任後期製
作工作，期望在招聘會找到類似工
作，並已有將要求待遇降低的心理準
備。譚先生又認為，電視行業已步入
黃昏，將來是互聯網年代，坦言自己
也要做好準備適應。
除前亞視員工外，招聘會也吸引了其

他市民。曾在無綫及港視擔任拍攝及音
響工作的Tommy，希望在現場找與技
術支援有關的工作，他原本打算申請加
入樂視，但看過勞工處提供的空缺後，
卻未有心儀的工作崗位，相信可能是樂
視的錄影廠及拍攝工作未預備好。

廣播業招聘會
前亞視人排頭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通訊事務管理局昨日開會
並審議了一宗無綫提出對有線寬頻的競爭投訴，認為證據明
顯不足而毋須展開全面調查。事緣無綫指稱有線寬頻在轉授
2010年世界盃及2012年奧運播映權時，從事目的在於防
止、扭曲或在相當程度上限制香港電視節目服務巿場競爭的
反競爭行為，以及有如此效果的反競爭行為，因而違反《廣
播條例》（第五百六十二章）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播世界盃投訴 裁定證據不足
經考慮初步查詢所得的結果後，通訊局認為無綫針對有線

寬頻的投訴個案所提出的證據明顯不足，而且遭投訴的行
為，不會對競爭構成顯著影響，通訊局沒有合理理由懷疑有
線寬頻已違反《廣播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因此，根
據通訊局於2012年4月所發出的《競爭調查程序》，通訊局
決定沒有理據就這宗投訴個案進行全面調查。
通訊局亦指，法院在今年1月29日就無綫禁止藝人在其

他電視台亮相案件（案件編號HCAL 176/2013）的判決，
不影響今次投訴個案決定的合法性或有效性，亦不影響其
公佈有關決定。
另外，通訊局亦審議了一宗有關2015年7月1日在無綫

翡翠台播放的「衛健抗菌沐浴乳」電視廣告的投訴個案。
一名公眾人士投訴有關廣告指所宣傳的品牌為全球最暢銷
品牌的聲稱缺乏憑據。通訊局考慮了相關資料後，認為該
廣告沒有準確地引用相關調查，以支持所宣傳的品牌為全
球最暢銷品牌的聲稱，因而會誤導觀眾。
通訊局又認為，沒有證據顯示無綫作為一間有經驗的廣

播機構，曾作出合理查核以確定廣告的表達手法沒有誤導
成分。通訊局裁定投訴成立，並決定向無綫發出強烈勸
喻，促請它嚴格遵守《電視通用業務守則—廣告標準》中
的相關條文。

沐浴乳廣告涉誤導
無綫遭強烈勸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於深水埗區義贈飯盒4年多的
明哥（陳灼明）（見圖），
位於大南街的副店「北河點
心茶餐廳」因業主加租而需
遷出，幸獲原址對面舖位的
業主租出單位，更提供優惠租
金。明哥昨早在一個電台節目
上表示，正籌辦「北河明哥慈善基
金」，讓青年把派飯活動傳承下去。

分店遇貴租 獲援手搬店
明哥透露，原租用兩個舖位，分別為北河街主店
「北河燒臘飯店」及大南街的副店「北河點心茶餐
廳」；副店業主今年提出加租25%，由4萬元加至5萬
元，他與對方多番商討未有成果，有感負擔太大，決
定本月31日遷出，日後只在北河街的主店繼續派飯。
不過，位於副店對面經營手袋店的舖位業主謝先生伸
出援手，將舖位以優惠價3.6萬元租予明哥，且新舖位
面積達1,200方呎，較現舖大33%。「有心有好報」，
明哥指將保持一貫路向，日後會繼續分享行動。明哥
又形容自己猶如「補鑊佬」—「補社會的鑊」，不過
只能「補細鑊」，例如為街坊申請到綜援前「提供一
日兩餐」。
明哥於深水埗派飯予基層巿民及露宿者逾四年，由最

初每次派60個飯盒到現時每周平均義贈逾600個飯盒。
副店搬遷在即，明哥計劃於本周六在副店舉行最後一次
派飯活動，作為該店「暫別北河」的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府昨日去信港鐵
公司，要求公司提前一年與政府共同檢討票價調整
機制。按港府與港鐵公司於2007年簽訂的營運協
議，雙方每5年檢討票價調整機制。上一次檢討於
2013年完成，下一次檢討原定須於2018年完成。
2013年的檢討引入了多項措施，既減輕市民乘搭鐵
路的交通開支負擔，亦維持港鐵作為上市公司的財
政穩健。
政府發言人表示，從上次檢討後累積的經驗可

見，票價調整機制應可提早再作檢討，務求使機制
的運行能在維持港鐵公司作為上市公司應有的財政
穩健的同時，亦能更充分回應市民對票價調整與港
鐵公司利潤的關係及市民負擔能力的關注。

當局期望港鐵公司早日就提早進行檢討一事作出
決定，以期檢討工作能早日開展，「票價調整機制
檢討能提前一年進行是政府的目標，以令新的票價
調整機制可於2017年施行。
港鐵公司表示，正研究政府的要求，並預期在未
來幾個月內作出回覆。港鐵指出，票價調整機制是
一個公開、客觀及具透明度的機制，令票價調整與
經濟狀況及工資水平掛鈎。港鐵續說，穩定及持續
的收入對維持高質素的鐵路服務至為重要，2013年
檢討票價調整機制時，已加入了家庭入息中位數作
參考，以顧及乘客的負擔能力；亦透過分享利潤機
制和服務表現安排，為乘客提供「即日第二程九折
優惠」的票價優惠，與巿民大眾分享公司的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下
月展開新宣傳活動，由下月起至今年
12月舉行「開心搭．生日獎」活動，
每月抽出一個日期為「中獎生日」，
得獎者可換取禮品包。港鐵昨日公
佈，凡於4月27日生日的香港身份證
持有人，可換領特別的生日獎一份，
內容包括一張特別設計的「Happy-
Birthday全日通」車票、一張港幣50元

港鐵商場現金禮券及其他商戶優惠
券。

11月兩日長者免費搭港鐵
凡於4月27日生日的香港身份證持

有人，由下月3日至30日內的任何一
個星期日，上午11時至下午6時到大
部分港鐵站內的特設換領處，或於平
日到紅磡站內的旅客服務中心，憑身

份證換領生日獎。5月份的抽獎將於4
月21日舉行。
港鐵公司主席馬時亨表示，知道有些

長者的身份證沒有註明出生月日，因此
港鐵將於11月19日為所有65歲或以上
長者安排一天免費乘搭港鐵日，以感謝
他們多年來的貢獻及支持。連同11月
20日的「長者日」，港鐵公司在今年一
共為長者提供兩天免費乘車日。

「427」壽星搭港鐵有獎

明哥籌辦基金 傳承派飯善行當局促港鐵提前一年檢討票價

港府會同行政會議批准商業
電台及新城電台的續牌申請，兩
間電台均表示歡迎。商台總經理
陳靜嫻表示，商台會繼續緊守崗

位，為民發聲，並計劃在續牌後首6年投資逾9億
元，又衷心感謝全港市民一直以來對商業電台的
支持。新城電台表示，將繼續投資逾6億元。

因應牌照續期決定，通訊局決定採用行政指配
方式，將商業電台及新城電台現時持有的模擬聲
音廣播頻譜重新指配予該兩家電台，包括把在調
頻（FM）頻段內一組共 14 個頻率及在調幅
（AM）頻段內一個頻率指配予商業電台；以及
把在FM頻段內一組共16個頻率及在AM頻段內
一個頻率指配予新城電台，讓兩家電台在續期模
擬聲音廣播牌照有效期內提供持牌模擬聲音廣播
服務。

通訊局在決定採用行政指配方式重新指配模擬
聲音廣播頻譜予兩間電台時，已審慎考慮所有相
關因素，包括《電訊條例》的條文、通訊局的法
定職責、模擬聲音廣播當前的情況、政府在2007
年公佈的《無線電頻譜政策綱要》，以及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的觀察要點。

根據《綱要》，通訊局須評估非政府服務提供
者是否可能對現時指配予兩間電台的模擬聲音廣
播頻譜有競爭性的需求。通訊局的結論是，不論
是現在或在短期內，其可能性甚低或不存在，因
此無須採用市場主導方式指配兩間電台現時持有
的模擬聲音廣播頻譜。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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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間電台獲批續期的牌照，將
由2016年 8月26日開始，

至2028年8月25日結束，牌照條
件主要以商業電台及新城電台現
有牌照為基礎，另加入兩間電台
的新承諾，以及作出適當的更
新。商業電台承諾於2016年至
2022年，在6年內投資共9.086億
元，當中包括資本投資2,500萬元
及節目投資8.836億元。新城電台
則承諾在 6年內投資共 6.85 億
元，當中包括資本投資2,230萬元
及節目投資6.627億元。

兩台允修訂持平規定指引
商業電台及新城電台亦承諾，會檢討及修訂其書面指引，以加
強對員工的指引，確保嚴格遵守《電台業務守則－節目標準》
中，就關乎香港公共政策或備受公眾關注而又具爭議議題的真實
題材節目所訂的持平規定，包括但不限於恰當地持平的規則，以
及規管個人意見節目的規則，當中包括訂明有需要盡量讓多方面
意見得以表達的規定。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指出，有關指引的措施由通訊局提出，
以回應市民對某些電台節目是否持平的關注，兩間電台均接納建
議。

蘇：收集公眾意見向行會建議
蘇錦樑昨日會見傳媒時表示，通訊局在處理兩間電台的續牌申
請時，全面審核了兩間電台的表現，並收集公眾對其台服務的意
見，之後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呈交建議。
他指，公眾諮詢過程中，部分意見反映有電台的意見比較偏
頗，但亦有市民認為電台的意見是跟隨一般社會上的意見，
「77.1%對商業電台的服務滿意，只有1.9%表示不滿意。」
他續說，通訊局認為兩間電台大致上已遵守法例規定、牌照條

件和有關節目、廣告及技術標準方面的業務守則，同時亦接納兩
間電台建議的投資計劃，並認為他們具備足夠財力履行投資承
諾。
商台及新城電台的現有模擬聲音廣播牌照，由2004年8月26日
開始，當時兩台早於牌照生效前逾一年，即2003年7月獲續期。
今次則在牌照到期前約5個月才獲續牌，而通訊局早於去年5月向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呈交建議。
蘇錦樑強調，行會需要時間考慮不同因素並根據程序審批，整
個續牌申請的處理絕對沒有拖延、沒有政治考慮，人事安排亦不
是考慮因素。

現時無終止模擬廣播考慮
蘇錦樑亦重申，數碼聲音廣播及模擬聲音廣播仍會同步進行，
不會因為有數碼聲音廣播便終止模擬聲音廣播，當局現時並無終
止模擬聲音廣播服務的考慮，因為市民接觸資訊及節目的其中一
個渠道，是透過AM與FM模擬頻道去進行，「所以兩者之間沒有
一個直接因為有不同的科技便會取消另外一個。」
對於香港電視免費電視牌照申請，蘇錦樑指通訊局已將建議遞
交行會，行會現正處理，有決定時會即時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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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昨日去信港鐵公司，要求提前一年與政府共同檢
討票價調整機制。

■■昨日超過昨日超過5050名求名求
職人士為亞視員職人士為亞視員
工工。。 梁祖彝梁祖彝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