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士首申停車等候45秒跳錶
落旗紅的加兩蚊 綠的貴2.5元 嶼的最勁升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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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本土派」辱「明哥」
葉俊龍：明哥真係千年道行一朝喪，名聲因此而毀於一
旦……他的善行付諸流水！完。

李俊偉：佢條X樣，5行欠插啦！明知咁樣衰就唔好扮好
人，搞到人地（哋）冇胃口都唔方（慌）積德去邊！

Chi Ho C：根本佢就係用派飯來宣揚「港共政權」。

神崎窩囊：搬返大陸派飯吧（罷）啦！

Chun Wai Lo：明哥只係無知，但無知往往係最可怕。

Lun Chi Doe Ng：「建國」之後對呢類人我地（哋）會
採取甄別政策，等佢可以「遣返中國」。

Paul Chan：上一代大中華老人不死光，香港不會有未來！

網民感心寒
Man Leung：如果比（畀）佢地（哋）成功「建國」，香
港起碼要死九成人！

Pang Ching Yau：政治立場係政治立場，明哥係做善
事，坦白講佢唔介意（你）去唔去佢度食飯。佢最介意係
一班需要食平價飯（的人）有無飽飯食。我佩服明哥。

佘雲楚：民粹主義的極致——非敵即友（非友即敵）！

Siu Mei Tang︰呢位哥哥真係講得非常好！「新世代」諗
嘅嘢大多都係不設（切）實際、又衝動又自我，佢地
（哋）第一樣要學嘅就係「尊重別人」，唔好吓吓講話為
香港人將來着想，而家都攪（搞）唔好重（仲）講咩將
來！

Raincoat Lam：你可以唔認同，但明哥的確做緊實事幫
緊人，我尊重佢。資料來源 ：facebook 製表：記者 鄭治祖

的士團體更新後的加價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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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的士申請等候時間計算方法由現時每60秒一跳，改為每45秒一跳

資料來源：運輸署 製表：記者 文森

落旗收費(最
初 2 公里或
其任何部分)

$22→$24

$18.5→$21

$17→$21

跳錶收費*

2公里至9公里

>9公里

2公里至8公里

>8公里

2公里至20公里

>20公里

$1.6→$1.8

$1→$1.2

$1.4→$1.6

$1→$1.2

$1.4→$1.6

$1.2→$1.4

附加車費

每件行李：
$5→$6
每隻動物或鳥
類及每程電召
預約服務維持
$5

每件行李、
每隻動物或鳥
類及每程電召
預約服務
$5→$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香港
特區工業曾非常蓬勃，其後才逐步轉型
成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昨日以「Made in Hong Kong
（香港製造）」為題發表網誌指出，香
港要踏上「再工業化」之路，是要結合
高端科技，發展智能化、高技術的製造
業；又指業界應能靈活善用香港網絡，

發揮創新科技威力，透過「再工業化」
為香港經濟打開新領域。
曾俊華指出，香港工業在上世紀六

七十年代非常蓬勃，塑膠、紡織、鐘
錶、玩具等行銷世界，為市民提供大
量就業機會，對本港經濟發展有巨大
貢獻。其後，內地經濟改革開放，本
港製造業生產線北移到珠三角地區，

香港逐步轉型成為今天以服務業為主
的經濟體。不過，他強調，擁有深厚
根基的香港工業，仍然在本港未來經
濟發展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解釋，不少世界工業強國如美國、

日本等，近年均提出策略推動「再工
業化」，國家去年提出《中國製造
2025》十年發展計劃，而香港擁有優
秀的科研人才和設備，研究成果
豐碩，亦一直致力推動院校和業
界合作，把研發成果帶到應用層
面，讓新產品和技術成為香港經
濟新增長點，令本港產業更多元
化。
不過，他坦言，香港要踏上

「再工業化」之路，並不是把勞
動密集的低技術製造業搬回香
港，而是要結合高端科技，發展
智能化、高技術的製造業。香港
在機械人技術、醫療儀器、資訊

科技、物聯網穿戴裝置等方面，均有
不俗的基礎和發展潛力。

創科發展應用 今年財案重點
因此，他指出，推動創新科技發展

和應用，成為今年財政預算案重點，
如當局計劃注資20億元成立「院校中
游研發計劃」，資助大學進行更多應
用研究；增加「現金回贈計劃」資助
金額，鼓勵業界投資進行研發；繼續
支援大學及數碼港和科學園培育的公
司，把研究成果商品化。
他說，創新研發不只局限於傳統大

企業和廠家，近年已有不少例子證
明，規模細小的初創團隊甚至年輕學
生，也有創意十足的新產品和技術。
至於以科技帶動經濟，當中關鍵是
「應用」，香港是國際化商業金融中
心，與世界各地聯繫密切，資訊發
達，資金自由流通，加上出色的供應

鏈管理等，可把世界各地產品帶到不
同市場。

港吸引海外初創企業人才
他又指，科技研發和製造不一定受

地域限制，現時香港已成為國際上其
中一個增長最快的創業中心，不少海
外初創企業和人才都被香港優越的地
理位置和營商環境吸引，帶着尚屬雛
型的產品，甚或是「一條好橋」落戶
本港，以香港作為進一步研發和測試
的基地，再配合內地生產線，進軍亞
洲以至世界各地市場。
最後，他稱讚本港以中小型廠商為

主的製造業，商業觸覺敏銳，善於變
通，能快速適應市場需求而不斷轉型
革新。他相信業界能透過「再工業
化」，為香港經濟打開另一個新領
域，吸引更多有創意有頭腦的青年，
選擇向科學、工程和科技界別發展。

製造業趨高科技 助港「再工業化」

■曾俊華指推動創新科技發展
和應用，成為今年財政預算案
重點。 曾俊華網誌圖片

因其經營的店舖長期
義贈飯菜予深水埗區內
基層而被尊稱為「明
哥」的陳灼明，近日接
受網媒訪問時，表示反

對部分人鼓吹「港獨」，強調大家都是中
國人，「冇得唔認」，又呼籲香港年輕人
應協助國家進步發展，整理一套令香港繼
續繁榮穩定的理念，才真正對香港有益。
「明哥」的意見贏得好評，但部分激進
「本土派」網民無視「明哥」的肺腑之
言，更侮辱「明哥」「無知」，誣衊他
「迫人做奴隸」。
「明哥」近日接受《港人講地》訪問

時，回應有人鼓吹「港獨」的問題時表
示，「你係中國人就係中國人，邊有得話
唔係呢？你係中國血統就係中國人，你
（）家住嘅地方就係中國地方，係中國
管轄嘅地方，想唔認都唔得。」
他認為，香港年輕人「可以用你嘅方

法，令國家裡面可以做到一路民主、進
步，社會地位可以提高。你應該要諗辦法
點樣令到國家富強，喺世界裡面強，唔好
只係企喺香港度睇，要企高一啲，要睇全
世界所有政治鬥爭同民主步伐，總結一個
真真正正可以令香港繁榮穩定嘅理念出嚟，咁先至可以
令香港有進步！」

若「本土」成功「建國」港死九成人
不過，激進「本土派」從來不問是非，「講嘢唔啱聽

就唔係人」。一批激進「本土派」支持者在激進群組，
包括「反赤化 反殖民」專頁等留言侮辱「明哥」，其
狹隘及充滿仇恨的言論，讀之令人心寒。有網民看不過
眼，慨嘆道：「如果畀佢哋（激進『本土派』）成功
『建國』，香港起碼要死九成人！」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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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中
產階層對上要服從老闆，對下要管理
員工，壓力很大。明愛全人發展培訓
中心昨日發表全港首個針對中產階層
的職場精神健康調查，顯示688位有
效受訪者中，62%（427人）存在明
顯職場精神健康問題，是「須求助的
個案類型」；高達98%更經常或間中
想過自殺。「缺乏上司的鼓勵」、
「被要求改變工作模式」及「被要求
執行工作以外的任務」，成為影響中
產階層職場精神健康的首三大因素。
明愛全人發展培訓中心於2015年5
月至2016年3月，以不記名形式邀請
720多位受訪者參與「關注中產人士
職場精神健康調查」，最終收回688
份有效問卷。受訪者須填寫世衛精神
健康標準問卷（SRQ-20），以評估
其過去30天內的職場精神健康狀況。
SRQ-20問卷結果顯示，過去30天

內，89%受訪者在「曾想過結束生命」
一項填選「經常」：9%填選「間
中」，兩項共為98%。83%受訪者表示

「經常」「手震」；76%表示「經常」「容易
哭」；69%表示「經常」「感到自己是個無用
的人」。

62%為「須求助的個案類型」
經評估後，整體688位受訪者中，62%（427
人）為「須求助的個案類型」，有明顯職場精
神健康問題，但427人中只有26%確認自己的
職場精神狀況「不健康」，仍有74%受訪者不
能確認自己出現精神健康問題。
參與研究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趙雨龍
表示，調查結果令人震驚，一方面是中產階
層高達98%經常或間中想過自殺，而且大部
分受訪者普遍低估自己的精神健康問題，同
時高估了自身應對壓力能力，處於「死頂」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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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團體去年初已申請加價，但未獲
處理。多個市區、新界及大嶼山的士團
體，上月中再向運輸署提交新修訂加價方
案，新方案包括首次把停車等候時間計算
方法，由現時每一分鐘跳表一次，改為每
45秒跳一次，加幅達60%。
至於落旗收費，以大嶼山的士加幅最

高，加4元至21元，加幅達23%。市區的
士落旗加2元至24元，加幅約13%。新界
的士則加2.5元至21元，加幅約15%。
每次跳表方面，市區、新界及大嶼山的

士之長、短途收費，劃一每跳加價兩角。
至於行李收費，三種的士均加1元，由5
元加至6元。每隻動物或鳥類及每程電召
預約服務收費，市區及新界的士維持5
元，大嶼山的士則由5元加至6元。

運署按既定程序處理申請

運輸署發言人指上述市區及新界的士
更新後的加價申請，已在上月底市區及
新界的士事務會議得到業界確認為主流
共識。大嶼山的士更新方案相信會在本
月初大嶼山的士事務會議上由業界確
認。運輸署會按既定程序處理更新後的
加價申請。

前線司機：塞車嚴重加價彌補
支持加價之的士前線司機總會主席藍貴強

解釋，本港道路增長率太低，車輛增長率卻
高，令塞車問題惡化，影響司機收入，每日
損失不少，加上車價及維修費大幅提高，現
時等候時間收費又太低，長時間等候令司機
蝕本，唯有增加車費彌補。
大嶼山的士業聯會主席陳金洪表示，大嶼

山近年多了旅遊巴士，出現塞車情況，因此
需要提出加價申請，以保障收入。

田北辰憂令UBER死灰復燃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田北辰認
為，現時經濟不景氣，加幅太大，市民未
必能承受，甚至令UBER等服務方式死灰

復燃。
有受訪司機表明反對加價，指加價只會

觸發加車租，司機未必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又有公共交通工具申請加

價。多個的士團體交新修訂的士加價方案，市區的士落旗

收費由22元加至24元；新界的士由18.5元加至21元；大

嶼山的士加幅最高，由17元加至21元；及首次申請把等

候時間收費由每分鐘改為每45秒跳表。的士團體指本港塞

車情況嚴重，因此申請增加等候時間收費保障收入。

「明哥」反「港獨」慘遭激進網民辱罵

■有網民留言煽動勿支持「明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