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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大比數反對機鐵加價

62.5%市民挺高鐵「一地兩檢」
民建聯民調顯通關快受落 倡加強宣傳落實需要及好處

失業率3.2%
三年來最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失業率進
一步下跌。政府統計處昨日公佈，1月至3月失
業率為3.2%，較去年12月至今年2月的3.3%微
跌0.1個百分點，同期間就業不足率維持1.2%不
變水平。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評論最新失業
數字時表示，香港勞工市場仍處於全民就業狀
態，並稍為趨緊，3.2%最新失業率是自2014年
第二季後所見最低水平，就業不足率維持仍為3
年低位。
數字顯示，香港最新總就業人數382.4萬，較

上一個期間減少約2,000人，同期總勞動人口則
增加約3,600人。今年1月至3月約12.5萬人失
業，另約4.9萬人處於就業不足情況。與去年12
月至今年2月比較，2017年11月至3月，各行業
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變動不一，但幅度大致輕
微。
蕭偉強指出，雖然主要經濟行業失業率與上一

個期間比較變動輕微，但整體經濟情況踏入
2017年後相對良好，多個行業失業率大致較一
年前水平下降。
其中，受惠於訪港旅遊業繼續改善，今年1月

至3月與旅遊相關各行業（即零售、住宿及餐飲
服務業）失業率與上一個期間比較及按年均下
跌。
他續說，勞工市場短期內預料會維持偏緊，

但鑑於各項外圍不明朗因素對本地經濟及就業
情況潛在影響，當局會保持警覺，密切留意發
展。

招聘會供大量職缺
勞工處將於下月17日至19日在油塘社區會堂

舉行「東九龍招聘會」，其中一場為零售業專題
招聘會。屆時，約70名僱主會參加為期3天的招
聘活動，提供來自不同行業的職位空缺，當中不
少空缺適合青年及應屆中學畢業生。勞工處會於
6月1日至2日，在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舉辦另一
場大型招聘會，以及於6月9日至11日與香港機
場管理局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合辦「香港國際機
場2017職業博覽會」，提供大量與航空及機場
運作有關的職位空缺。

工程院院士增選
港5科學家入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北京報道）兩年
一度「兩院院士」增選是今年科技界大事。中國
工程院21日公佈院士增選有效候選人，共有533
名科學家入圍。據工程院向本報透露，是次共有
5名香港科學家入圍，全部都在醫藥衛生學部，
包括腎科專家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
榮譽教授李錦滔、專研骨骼及肌肉問題的香港中
文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教授秦嶺、肝癌權威
香港大學病理學系講座教授吳呂愛蓮，以及在復
旦大學工作的錢忠明，在澳門科技大學工作的劉
良。錢劉二人此前曾分別於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
浸會大學任職多年，進行藥理學及中醫藥教研工
作。

6月第一周首輪評審
中國工程院2017年院士增選工作1月1日啟

動。工程院公佈多份文件，強調規範院士增選
工作。根據日程安排，院士有效候選人公佈
後，各學部將在6月第一周進行第一輪評審，
公佈進入第二輪評審候選人名單並組織候選人
材料公示。
7月31日，受理投訴信截止，對進入第二輪

評審候選人進行投訴調查。10月最後一周，各
學部組織第二輪評審。再經全院全體應投票院
士投票終選、主席團審議，最終確定當選院士
名單。
21日下午，工程院公佈最終確定的533位有

效候選人，包括上述5名香港科學家。此外，
工程院還通過公開信形式強調，要營造風清氣
正的增選工作氛圍，切實把好院士增選入口
關，希望候選人及相關單位，不組織、不參與
任何形式「助選拉票」活動。對於發現「助選
拉票」等違紀違規等行為，將依規嚴肅查處，
絕不姑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西九故宮文化博
物館公眾諮詢上月8日結束，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諮詢會昨日開會，指諮詢結果反映支持興建故宮
館者較多，其中街頭訪問1,805人，結果反映
52%受訪者支持興建故宮館，認為有教育價值，
亦能成為本港新景點。

反對者佔少數
公眾諮詢透過網上問卷及街訪、意見書和公開

活動，訪問3,300多人，支持的人比反對多。街
訪結果僅約15%人反對，他們聲稱這是浪費土
地、程序不公義等。此外，管理局收到1,528份
問卷，當中約41%支持項目，約30%人反對。
西九管理局行政總裁栢志高指，目前仍在檢

視數據，完成整份報告後會向公眾發佈，強調
現階段管理局未有任何決定，會繼續聆聽公眾
意見。栢志高今早出席立法會監察西九文化區
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時，提及最快數
周內會完成整份報告，屆時會向立法會匯報詳
情。

公眾諮詢街訪
52%人挺建故宮館

調查在本月12日至18日進行，電話
隨機抽樣訪問579名18歲或以上市

民。

張國鈞陳恒鑌公佈調查結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及陳恒鑌昨日
在記者會上公佈調查結果，發現64.1%受
訪者支持香港興建高鐵；不支持的31.5%
中，39.1%稱因高鐵造價太高而不支持，另
27.1%認為沒有需要，26.7%聲言不想與內
地關係「太密切」。56.2%表示，會在通車
後乘搭高鐵返回內地，分別有28.3%及
15.5%人稱「不會」及「未決定」。

支持香港興建高鐵的64.1%受訪者中，
86%接受在高鐵站內實施「一地兩檢」，
不足10%不接受實施「一地兩檢」。不
支持興建高鐵的受訪者中，約18%接受
實施「一地兩檢」，約80%不接受。
調查並問到，受訪者有否使用過已實

行「一地兩檢」的深圳灣口岸，其中
70.6%曾用過，沒有的佔24.9%。
曾使用深圳灣過關受訪者中，70%人接

受香港高鐵落實「一地兩檢」，26%人不
接受。未試過在深圳灣過關的受訪者，
40%人接受香港高鐵落實「一地兩檢」，
約50%人不接受。

陳恒鑌在記者會上表示，超過60%受
訪者支持興建高鐵，反映市民明白高鐵
好處，期望特區政府加強與內地不同部
門協調，簡化內地方面執法工作，盡快
落實「一地兩檢」。

籲設模擬示範區助體驗
他留意到，不接受「一地兩檢」受訪

者擔心內地人員來港執法問題，希望當
局向市民解釋，任何涉及在香港實施
「一地兩檢」措施及方案，都必須嚴格
符合基本法規定，相關工作亦要經立法
會審議，藉此減低市民憂慮。

陳恒鑌建議當局加強宣傳落實「一地
兩檢」的需要及好處，包括考慮設立
「一地兩檢」模擬示範區，讓市民親身
體驗「一地兩檢」通關情況，了解當中
的方便及好處，藉此爭取更多市民認識
及支持。
他認為，市民因造價問題而不支持興建
高鐵，估計與近期高鐵超支有關，指當局
應向市民解釋更多高鐵對香港帶來的實際
好處，例如節省乘車時間所直接帶來的效
益，以及其他經濟和社會效益，更應善用
高鐵通車後帶來的方便及商機，從而發揮
高鐵應有的最大效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廣

深港高鐵「一地兩檢」安排懸而

未決，民建聯調查發現，579名受

訪市民中，62.5%人接受在高鐵

站內實施「一地兩檢」，其中

85.1%人認為措施可加快通關程

序；9.2%則認為可吸引旅客來

港。不接受的32.4%受訪者中，

49.6%稱不想內地執法人員來港

執法。民建聯建議當局加強宣傳

落實「一地兩檢」的需要及好

處，以及設立「一地兩檢」模擬

示範區，讓市民親身體驗「一地

兩檢」通關情況，爭取更多市民

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計劃
擴大煙包健康忠告面積，由現時50%增
至85%，有關修訂昨日刊憲，本月26日
提交立法會。
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擔
心，屆時立法會正就預算案拉布，未能
在28天限期內審議項目，令修訂在未經
討論下通過，又指政府是次採取先訂立
後審議方式進行修訂，未有諮詢公眾，
忽略程序公義。

籲先更換圖像款式
煙草事務協會代表胡易梅表示，政府

未有提供數據支持修訂可減少吸煙率，
又指忠告面積增加令煙包無法容納生產
商防偽標誌，或令私煙百分比由去年
29.1%上升，從而間接影響煙草商營業
額。她建議政府應擱置擴大煙包健康忠
告面積，先更換圖像款式，若措施無效
才把忠告面積由現時50%增至55%。
若條例獲立法會通過，將於10月21日
生效，及後6個月後煙包忠告均須跟從新
規定。胡易梅指，以往法例會在生效日
期後12個月使用，是次實際只有6個月
適應期，質疑政府由刊憲後起計12個月
「混淆視聽」。

新規定下，雪茄盒正面及背
面分別要有70%和100%健康忠
告。雪茄業界代表黃春光表
示，雪茄盒原廠防偽標貼會被
遮擋，標貼進口前已被貼上，
因此本地業界不能循新措施更
改標貼大小，指政府只要正背
面各減10%已可解決問題，而且不影響
擴大圖像目的。

報販：難辨認品牌損購買慾
報販協會副主席林長富指，香煙佔報

販生意超過40%，在業界大部分人都上

年紀的情況下，擴大圖像會增加辨認品
牌難度，一旦拿錯或拿慢，會影響顧客
選用報攤意慾，令報販生計受損。他續
指，若政府要推行措施，應放寬報販售
賣更多種類貨品，如水以外的飲料、充
電線等。

煙包擴大忠告 業界有保留

■邵家輝聯同煙草與報販代表，就政府擴大煙包健
康忠告面積舉行記者會提出建議。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早前提出於今年6月增加
機場快線票價，加幅達10.3%。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昨晨討
論其加價申請，不同黨派議員均表示反對。委員會最終以大比
數通過多項無約束力動議，反對機鐵加價，同時要求港鐵未取
得立法會同意前不能加價。

陳克勤：加價應由政府把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在會上表明反對機場快線加價，要求
撤銷機鐵票價由港鐵自主的安排，認為機鐵加價應由政府把關。
公民黨議員譚文豪批評，早前已向港鐵要求提交機鐵營運成
本數據，但港鐵至今仍未透露相關資料。

姚思榮：配套服務應提升
旅遊界議員姚思榮則指，既然機鐵加價，配套服務應提

升，例如增加列車車廂USB插頭、提供飛機航班即時資訊
等。

港鐵：營運以來每年虧蝕
港鐵商務總監楊美珍回應指，機場快線自1998年通車至
2014年以來，每年虧蝕，金額年年不同，由數千萬元至數億元
不等，前年起才達至收支平衡水平。由於未來機鐵仍需更新資
產，包括改善訊號系統、售票機等設施，因此有需要加價。
她續指，港鐵內部有進行機鐵營運數據統計，會考慮能否向
議員提供有關數據。無論支持和反對加價意見，港鐵都會聆
聽，聆聽後會再作研究。
根據港鐵與政府的協議，機場快線不包括在港鐵票價調整機
制內，港鐵可自行訂定票價，但加價前須諮詢交通諮詢委員會
及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陳恒鑌倡設「港鐵票價基金」
民建聯交通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在會前發起請
願，認為現時政府每年從港鐵收取現金股息，並撥入政府一般
開支賬目作經常開支用途，但庫房正「水浸」，建議政府把現
金股息收入成立「港鐵票價基金」。
他解釋，基金可用作為抵消全部或部分該年度獲准加價幅
度，令港鐵票價維持穩定水平，直接減輕每年加價後對乘客造
成的衝擊和市民的交通費負擔。
陳恒鑌促請委員會推動政府積極考慮此建議，期望於下次港
鐵加價時落實推行，以回應市民多年來的訴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東北葵區是葵涌區內較早
期發展地區之一，當區地勢陡
峭，舊式行人通道設計，加上
長者人口眾多，導致居民出入
極為不便。

陳恒鑌梁崗銘李宏峯請願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昨

晨聯同社區幹事梁崗銘、李宏
峯，在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會議前請願。
他們強烈要求反對派不要拉

布，讓葵涌大窩口道至禾塘咀
街升降機及行人通道系統工程
盡快落實推行，方便區內長者
及居民往返葵興葵芳購物或轉

乘港鐵，並要求特區政府設立
50億元上坡電梯工程基金。
東北葵居民則要求盡快興建

上坡升降或扶手電梯，方便居
民外出及返工上學。

李慧琼支持 邱誠武收請願信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到場支

持。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接收
請願信。

民記促改善東北葵行人設施

■李慧琼、陳恒鑌等促請改善東北葵行人設施。

■ 陳 恒 鑌
(前右)要求
政府利用港
鐵股息成立
票價基金，
抵消每年加
幅。前左為
葛珮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及陳恒
鑌在記者會上公佈調查結果。

文森 攝

■62.5%受訪者接受在高鐵站內實
施「一地兩檢」。圖為香港西九龍
高鐵總站抵錯及離港人流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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