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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促提升跨部門協調合作

違競爭例「大老虎」明年送上庭
競委會成立一年 接1900投訴查詢130深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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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中電及
港燈日前公佈明年電費調整方案，港
燈減價17.2%；中電則凍結電費，但
提供每度電2.3 仙回扣，相當於減費
2%。有環保團體指出，電費下調雖能
贏得消費者掌聲，但在全球氣候變化
下，兩電應善用結餘，並把結餘投放
在發展可再生能源上，訂立可再生能
源目標。
世界自然基金會氣候及公眾參與主任

杜珮煒回應指，兩電就燃料費提出的特
別回扣方案，只能暫時緩和淨電費升
幅，無助減排。
她表示，兩電已連續 5 年錯估成

本，令電費穩定基金及燃料賬結餘水
漲船高，因此兩電特別回扣方案合
理，但欠缺長遠視野，未有發展可再
生能源。

籲推「上網電價」供合理回報
她認為，當局稍後檢討兩電《管制計

劃協議》時，可容許兩電運用電費穩定
基金及燃料賬結餘，推行「上網電價」
（Feed-in Tariff：政府與使用可再生能
源發電的個人或公司簽訂長期合約，發
電者每向公共電網輸送一度電，可獲原
本電價，亦可獲補貼），為市民及企業
應用可再生能源提供合理回報。
能源諮詢委員會委員、世界綠色組織

行政總裁余遠騁昨晨出席電台節目時表
示，港燈燃料賬結餘超過40億元，比預
期多，但油價影響天然氣，難以準確預
測結餘。
出席同一節目的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

會委員胡志偉表示，兩電2020年需把天
然氣發電量比例大增至50%，亦要興建
新機組，將推高電費，認為兩電應思考
如何善用盈餘，避免令市民「先甜後
苦」。

港燈：天然氣發電比例續維持33%
對於有人誤解發電燃料組合的意思，並質疑港

燈天然氣發電比例並非33%，港燈發聲明解釋，
他們一直採用政府對「發電燃料組合」的定義，
以某類燃料發電（如天然氣發電或燃煤發電等）
所佔公司整體發電量比例計算。
他們今年天然氣發電比例約為整體發電量

33%，此比例近年一直維持，直至有新天然氣機
組落成，比例才上升。
港燈又重申，明年淨電費下調17.2%，主要因

為他們會提供兩項特別回扣，跟天然氣發電比例
多少並沒有任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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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店舖阻街行為的《定額
罰款（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
條例》今年9月24日實施。民
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昨日表
示，直至11月底，共接獲73

宗對食環署人員執法行動的投訴，包括食環署人員
執法不公或選擇性執法、食環署人員執法過嚴等。
他強調，執法部門會按既定程序處理投訴，會繼續
確保執法行動有效和一致，致力處理店舖阻街問題。

新例實施兩月 情況明顯改善
劉江華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表示，條

例實施兩個多月以來，店舖阻街情況明顯有改
善，行人通道比以往暢通，公眾普遍對新設定額
罰款制度表示支持。
他透露，直至11月30日，政府共接獲73宗投訴，

其中40宗投訴食環署人員執法不公或選擇性執法、
13宗針對個別員工態度、6宗投訴食環署人員執法
過嚴、14宗投訴個別地點阻街情況執法效果不彰、
不滿「酌情容許範圍」安排及宣傳不足等。他表示，
執法部門會按既定程序處理投訴，確保執法行動有
效和一致，致力處理店舖阻街問題。
現時有部分地點屬容後執法、甚至獲容忍的「酌

情容許範圍」，劉江華表示，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
況下，個別地點才可列為「酌情容許範圍」，這安
排僅屬臨時性質，全港只有少數「酌情容許範圍」，
執法部門、區議會、或地區管理委員會會定期檢討
「酌情容許範圍」地點。 ■記者 文森

劉江華：確保阻街執法有效

■中電計劃在屯門龍鼓灘發電廠旁興建一組天然
氣發電機組。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團結香港基金日前發表報
告，建議政府推出慢性病醫療券，資助45歲或以上的人
進行身體檢查。基金會副總幹事及公共政策部主管黃元山
昨日在電台節目表示，低收入的人患慢性病普遍性較高，
建議計劃先針對低收入的人，分析成本效益後再大規模推
廣，希望減低45歲以上的人患慢性病問題。
黃元山指出，報告建議每名45歲或以上市民獲政府資
助1,000元進行身體檢查，並每年為糖尿病、高血壓等慢
性病病人資助3,040元醫療費，於基層醫療作跟進治療控
制病情，預計每年政府支出約7億元。
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黎可欣補充指，據統計署數字顯

示，45歲以上患慢性病機會較高，以高血壓為例，45歲
至54歲的人中，31%人患病；70歲以上患高血壓市民增
至70%。
她續指，若以本港貧窮線計算，預計第一階段慢性病

醫療券計劃有50萬人受惠。

籲效星社區中心可治療長者小病
黃元山又表示，醫療系統應與社福系統緊密合作，例

如舉辦社區活動及課程等，讓長者明白管理慢性病的重
要性，並可參考新加坡做法，如當地社區設有綜合性服
務中心，提供簡單醫療操作，讓長者不適時不必立刻到
急症室求診。

慢性病醫券
擬先幫低收入者

■劉江華強
調，執法部門
會按既定程序
處理投訴。

資料圖片

米芝蓮食府進駐「摩天輪年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一談起年宵，很
多人會立刻想起維園年宵人山人海的場景，今年有
機構在中環海濱摩天輪舉行「摩天輪年宵2.0」，逾
80個攤位供遊人玩樂。參展攤位包括美食車先導計
劃入圍者、日本參展商等，1月24日至27日舉行，
入場費25元至50元不等。
摩天輪年宵2.0由FEED主辦，將劃分成生活品味

區、餐飲美食專區、乾貨區（食品）、酒吧暢飲區

及兒童遊樂區。場內設有米芝蓮名單食府及日本美
食專區，活動發言人表示，部分參展餐廳更尚未開
業，市民可率先品嚐新食品。
他續說，場內有雞年幸運紅包大抽獎、著名樂團
歌手到場表演等，詳情稍後公佈。
發言人表示，市民可於現場購買或於timable網頁

內購買。下午6時前購票，成人票價25元；下午6
時後50元。

■攤位模擬圖(左)及「摩天輪年宵」分
區示意圖(右)。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申訴專員
公署今年7月發表年報，批評政府部門協
調不足，互相推諉。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昨日在立法會回應指，非常認同政府
部門必須更主動和積極地提升部門協調
和合作程度，前線部門須適時把涉及跨
部門的問題尋求更高層介入。對於政府
部門監管不足、有法不依的批評，林鄭
月娥表示，會提醒各部門更果斷地按緩
急先後行使法例賦予的權力，善用可掌
握資源，加強執法意志，避免不必要的
拖延。
林鄭月娥表示，申訴專員公署幾乎每

年均提及政府部門協調不足、甚至有各
自為政的問題，市民大眾視政府為一個
整體，期望政府為他們紓難解困，是理
所當然的，因此非常認同政府部門必須
更主動地、更積極地提升部門協調和合

作程度。
她續指，不少民生事宜極可能涉及多

個決策局或部門職權範圍，決策局應更
積極了解前線部門處理跨部門問題時的
挑戰，包括資源、人手、法律權限各方
面困難；前線部門亦須把涉及與其他部
門協調、或需釐清權責的問題適時向決
策局匯報，為跨部門問題尋求更高層介
入，有需要時部門首長更應透過決策
局，把問題提請司長作出協調和議決。
過去多年，她作為政務司司長，不時擔
當督導者和仲裁員角色，為跨局、跨部
門事件尋找適當解決方法。

加強執法意志 避免不必要拖延
林鄭月娥又指，報告對政府部門監管

不足、有法不依、執法鬆散的表現作出
頗嚴厲的批評，提醒各部門更果斷地按

緩急先後行使法例賦予的權力，善用可
掌握資源，加強執法意志，避免不必要
的拖延，使違法情況和市民關注的問題
早日得到妥善處理。
公署於2015/16年度處理53宗市民引
用《公開資料守則》索取資料的投訴個
案，當中11宗公署認為政府部門錯誤引
用拒絕理由，反映對《守則》規定認識
不足。林鄭月娥指，政府會繼續積極跟
進申訴專員建議，包括加強培訓，提升
公職人員對《守則》的認識；透過電視
特輯、更新專題網站等促進公眾對《守
則》的了解等。
她最後提到，本港公共行政系統一直以
廉潔、高效和專業見稱，特區政府有堅定
信心維持良好管治，隨着社會環境轉變，
公眾對政府施政期望不斷提升，這正是推
動政府持續改善公共服務的強大動力，又

讚揚申訴專員為市民提供有效申訴渠道，
為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提供恰當改善建
議，對提高香港公共服務質素有不可或缺
的功能，特區政府會一如以往繼續全力支
持申訴專員工作。

競委會表示，近1,900宗個案中，逾1,100宗涉及違
反第一行為守則，包括圍標和合謀定價、操控轉

賣價格、違反公平競爭其他安排、違法交換資料等。涉
違反第二行為守則、包括濫用市場權勢、違反合併守
則、一般查詢等。涉及最多個案的有兩個行業，物業及
物業管理（物業維修圍標行為）；和專業及技術服務涉
違反公平競爭原則。值得留意的是，圍標行為不僅在物
業維修行業有，各行各業均存在，是競委會重點打擊對
象。

胡紅玉：19協會學會刪價格限制
胡紅玉表示，「大老虎」不僅指具市場權勢的大型企
業，也包括業內違反良性競爭的「業內傳統」，如圍標
及合謀定價就是競委會重點打擊的第一隻「大老虎」。
堅決執法「打大老虎」當然是競委會重要工作，但促進
各行各業形成公平競爭意識也是主要工作內容。

因此，競委會對市民關注的議題進行全面市場研究，
主動接觸存在觸犯競爭條例高風險的行業協會和專業服
務業的學會，促使其改善。
過去一年，競委會接觸的20多個協會和學會，當中

19個已及時刪除價格限制或收費指引，顯示本港業界守
法意識很強。
競委會還舉行92場簡報會及會議，6場大型研討會，

接觸約9,000名商會、行業協會、中小企、專業機構代
表及公眾，令競爭條例廣為公眾所認識。
胡紅玉指出，由於資源和人力所限，相信今後每年起
訴的「大老虎」個案約2宗至3宗，與國際社會起訴反
公平競爭個案比例相若。
她相信，隨着競委會執法的持續，對優化本港競爭環
境、令消費者獲益有重要作用。她以日本為例，指當地
實施公平競爭法打擊「圍標」後，政府採購公用藥物支
出下降20%，相信在香港亦會取得相若效果。

倡仿外國設基金作起訴經費
她希望政府對競委會經費有長久性、可持續性安排，

以現有資源推算，明年至2018年，競委會運作都會出
現赤字，要靠這幾年結餘經費支撐。2018年後若無妥善
安排，經費問題就會影響運作。她建議政府參考國際經
驗，如澳洲即成立一個一千萬澳元的基金作為起訴違例
者的經費，外國也有些以違例者罰款作為執法經費的來
源。
競委會高級行政總監畢仲明介紹處理個案流程，行動

小組會先評估個案是否與競爭條例相關，其實不少個案
由其他執法部門管轄，競委會將轉介個案。當中，約
10%有充足證據的個案，會進入第二步深入調查階段；
這時會按優先次序先調查較嚴重、公眾最關注的個案，
每年最終起訴個案為2宗至3宗。目前，車用燃油市場
是競委會研究重點，預計明年初會取得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成立一周年的

「競爭事務委員會」昨

日舉行周年總結發佈

會，宣佈一直「只聞樓

梯響」的「打大老虎」

已進入最後階段，相信

明年初會有數間涉違反

競爭條例的「大老虎」

被送上法庭。過去一

年，競委會共接獲近

1,900宗投訴和查詢，約

130 宗進入深入調查階

段。競委會主席胡紅玉

表示，《競爭條例》全

面生效一周年來，各行

各業因應條例已有相當大

的改動，有效促進良性競

爭環境，成績令人鼓舞。

因案件仍在調查階段，誰

是「大老虎」不能披露。 ■競爭事務委員會指會重點打擊圍標及合謀定價「大老虎」。左起：韋樂思、胡紅玉、畢仲明。 殷翔 攝

■林鄭月娥表示，會提醒各部門更果斷
地按緩急先後行使法例賦予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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