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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

外傭僱主喜訊，特區政府為配合

「一帶一路」，上月起放寬柬埔寨

國民來港的簽證要求。柬埔寨勞工

及職業培訓部昨日與香港柬埔寨人

力資源發展協會簽署協議備忘錄，

今年9月將安排首批1,000名柬埔

寨家傭來港。香港柬埔寨人力資源

發展協會主席廖永興指出，柬埔寨

政府非常重視來港柬傭的質素，首

批柬傭會在當地接受為期3個月的

培訓，學習廣東話、烹調中菜及照

顧小孩與長者的訓練。

千柬埔寨家傭秋季首輸港
放寬簽證迎「帶路」僱主6月起有得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推出「優
質的士」服務，計劃以專營權的模式，交予3
家車隊經營，惹來不少的士業界反對。有的士
業界代表指出，業界自行推出「先行先試」計
劃，可較快推出優質的士服務，質疑政府過去
一年沒有與業界溝通，強推「優質的士」計
劃。

400車主響應 年半內出台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副主席鄭敏怡昨日在一個

電台節目上表示，業界認為可自行推出「先行
先試」計劃，提供優質的士服務，現時已有
400個車主及1,500個司機願意參與，可在18
個月內推出，不需等政府的優質的士政策出
台。
她指出，早前有立法會議員建議推出的士司

機記分制，若被扣分至一定水平，或要接受再
培訓甚至被停牌，如果業界自發參與「先行先
試」，相信會在車身設置標示讓乘客辨識，以
便規管。她並舉例指，若的士司機兜路，可透
過GPS追查，現時業界都在使用，毋需特別
研發新技術。
她形容，業界現時有一班有心人，即使是個

體戶，不代表不是優質，質疑政府為何不集腋
成裘，給予的士司機全民參與和向上游機會，
並指若計劃成功，相信會有更多人參加，「業
界都能自主推動，便不需要衍生另一樣。」

盼政府重視民意
出席同一節目的的士車行車主協會主席吳坤

成表示，坊間有數間公司正推行優質的士服
務，質疑政府若硬推「優質的士」，是否可以
不用理會現有業界？他指出，現行政策對的士
業界「綁手綁腳」，例如不可採用柴油的士、
石油氣的士型號不多，推出任何新車種時，亦
需要重新作檢驗，希望政府在燃料、車種、收
費模式方面，與的士業界溝通。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會長兼理事長唐躍峰表

示，政府未有研究便盲推600輛新車，認為做
法不智。他強調，從不考慮牌價問題，而是考
慮如何推出優質服務。

業界抗衡專營車
擬自組「優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保險業監理
處指近期接獲從業員持內地假學歷投訴上
升，因此將於8月1日起實施學歷認證新措
施，持內地學歷的續牌者須提交學歷相關認
證文本。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認為，杜
絕假學歷理應由調查方面入手，而非強制規
定所有從業員證明學歷真確，認為有關措施
是侮辱從業員，並批評該處事前並無諮詢工
會。

郭偉強：侮辱從業員
郭偉強昨日聯同香港保險業總工會會長梁
頌恩及8名代表，會見保監專員梁志仁約兩
小時，就新措施提供意見。郭偉強於會後表
示，新做法規定所有從業員需提交證明文
件，並需自費到學信網、學位網、公證書等
自行認證，惟一些工作十多廿年的從業員難
以尋回證書，形容新措施是「麻煩」及「擾

民」，認為對從業員是侮辱及製造恐慌。
梁頌恩亦指，保監處針對現有持內地學歷

的從業員是擾民，並舉例指「若100隻羊中
有1隻羊是壞分子，應該要調查該壞羊，而
非將其餘99隻羊『照肺』。」總工會副會長
鄭智誠補充，現時從業員續牌時，於學歷認
證上只需簽署證明真確的聲明，「作虛假陳
述是刑事罪行，應由從業員自行負責，也應
透過調查找出害群之馬。」
除8月1日對續牌者的新規定外，保監處

也規定下月1日起持內地學歷的新從業員
亦需自行認證學歷證明。郭偉強重申支持
打擊假學歷，「造假一宗也嫌多」，亦對
針對新從業員的措施沒有異議，惟認為處
理問題應由調查方面入手，而非強制規定
所有從業員證明。
然而，他指保監處於會上態度強硬，他

會再與工會商討下一步行動。

強制中介人交證書 工聯批保監處擾民

柬埔寨政府委託香港柬埔寨人力資源
發展協會負責推廣、短期培訓及保

障柬國勞工在港的權益。協會指出，得悉
港人要求較高，首批傭工需具海外工作經
驗，計劃邀請曾在馬來西亞工作的柬傭來
港，且須具初中畢業的教育程度。柬傭須
於當地的訓練學校接受培訓才能來港，培
訓費會參考印尼及菲律賓的水平，尚未有
定案，費用將由當地勞工部墊支。首階段
與10間僱傭中介公司合作，香港僱主可於
6月起聯絡中介公司。

培訓須學粵語煮中菜
近年印尼輸出家傭來港的手續增多，

有中介公司表示，申請印傭來港需時較
長，有時港府批出工作簽證後，當地部
門要一個月才允許印傭出國。廖永興引
述柬埔寨勞工部指，將簡化輸出勞工手
續，只要港方批出簽證，柬傭於10天

至14天內便能出國來港。
廖永興續說，協會在觀塘設立培訓中
心，向初來乍到的柬傭介紹本港交通、
緊急求助等基本資訊，提供短期住宿。
他指出，柬傭受聘後，遇上語言不通等
問題，可利用通訊軟件及電話聯絡協
會，協會會提供翻譯與其他支援。
被問到柬傭不會英語，其競爭力會否

較菲傭遜色時，廖永興指，柬傭來港前
須學習廣東話及烹調中菜，而香港面對
人口老化，對外傭需求大，相信柬傭能
為港僱主提供多一個選擇。

中介老闆讚性情溫馴
他料計劃對柬傭亦有一定吸引力，因

當地人平均月薪為153美金，而本港外傭
的最低月薪為550美金，相信可吸引不少
具經驗的柬傭來港，長遠期望每年輸出
逾1萬名柬傭來港。

有份參與輸入外傭的其中一間中介公司
負責人馮少玲表示，看好柬傭市場，認為
柬傭性情溫馴及善良，且為佛教國家，宗
教及飲食文化與香港相近，定性類似早年
興起的泰傭，望能填補泰傭的空缺。
另外，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昨日

與柬埔寨勞工及職業培訓部部長毅森興
會面。
毅森興及其訪問團聽取了相關的政策

背景、外傭在港工作可享有的勞工保障
和支援服務，及政府對職業介紹所的監
管，特別是職業介紹所在法例下可就提
供職業介紹服務向求職者收取的佣金款
額的簡介。
蕭偉強表示，隨着入境處放寬對柬埔
寨國民訪港的簽證要求，柬埔寨國民可
來港就業、投資、受訓或就學，並預期
香港可為有意來港受僱為家庭傭工者，
提供許多工作機會。

柬埔寨傭工搶佔香港外傭
市場，現時香港34名萬外

籍家庭傭工大多來自菲律賓及印尼，分別
佔約18萬及15萬人，另尚有泰國、斯里蘭
卡及孟加拉，但為數只合共數千，未能挑
戰菲、印兩國的「龍頭」地位。外傭中介
公司負責人、香港人力資源仲介協會主席
廖翠蘭表示，本港鮮有中介公司介紹孟加
拉傭工，相信與孟傭的評價欠佳有關。
根據政府統計署的資料，截至前年，全港

共有逾34萬名外傭，97%來自菲律賓及印
尼，泰國有逾 2,000 人；其餘國家則佔約
5,000餘人。2013年中，孟加拉政府與本港
的外傭公司簽訂協議，引入孟加拉傭工來
港，當時預計首年輸出5,000人。

不過，事隔4年，孟加拉傭工的數目遠不
及原先預計的目標。廖翠蘭推算，現時全
港僅1,000名孟傭。她表示，不少外傭中介
公司並沒有引入孟傭的服務，因有僱主反
映，一些孟傭「沒什麼心機工作，比較不
聽話」，不少中介公司也不敢聘用。

飲食差異大「較不聽話」
她續說，孟加拉人的飲食習慣與華人差異

較大，亦是孟傭未能成功「入屋」的因素之
一。另外，泰傭的飲食習慣及宗教文化雖貼
近港人，但近年當地的經濟發展蓬勃，輸出
的勞工大減，還留港的泰傭大多為續約的、
相對較年長。
海外女傭僱主聯會主席容馬珊兒表示，港

僱主較喜愛聘用菲傭，因其宗教及飲食習慣
為港人接納。她把孟加拉傭工的市場佔有率
較低，歸咎於飲食習慣與港人相差較遠有
關。 ■記者 何寶儀

菲印佔鰲頭
孟傭有阻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地政總
署自2014年4月起，加強打擊在私人農
地上違契搭建構築物。地政總署發言人昨
表示，至今年3月底已先後就約3,000多
宗個案採取執管行動，並完成處理其中
909宗合共涉及950幅私人農地的個案。
當中有18幅私人農地因業權人接獲多次
警告後，仍沒有清拆違契構築物，已根據
《政府土地權（重收及轉歸補救）條例》
重收。
發言人表示，18幅被重收的私人農地
當中，有8幅是該署在今年3月因應兩宗
嚴重違契個案採取重收行動。第一宗個案
位於新界上水雞嶺，涉及7幅私人農地、
約9,800平米土地及不少於17個未經批准
的構築物，估計涉及約27戶家庭。

至少涉及66戶家庭
第二宗個案位於元朗八鄉吳家村，涉
及一幅私人農地、約6,600平米土地及41
間未經批准的構築物，估計涉及約39戶
家庭。近日有報道指，該幅被充公的吳家
村土地由恒地相關人士持有，早在去年9
月已向該村村民發出收地通知，要求盡快
遷出，否則會有進一步法律行動；元朗地
政處再在今年1月發出通告，但該地註冊
業權人沒有按指示清拆，故展開收地程
序。

發言人說：「私人農地被重收後即成
為政府土地，而任何人士若非法佔用政府
土地，地政總署會考慮提出檢控。因此，
市民在購買或租用農地構築物前要先徵詢
專業意見，以防購入或租用了違反地契的
構築物，以致日後當局取締違契構築物時
蒙受損失，甚至因為繼續佔用重收的土地
而負上刑責。」
至於被重收的私人農地，前業權人雖

可根據《政府土地權（重收及轉歸補救）
條例》（第一百二十六章）呈請行政長官
或向原訟法庭申請給予寬免，但處理個案
需時，政府不會為前業權人在此期間所蒙
受的損失負上責任，即使申請寬免最終獲
批，政府亦保留附加條件的一切權利，有
關條件可能包括要求前業權人支付罰款，
以計入在違契使用構築物期間估計產生的
利潤／租金。
除18幅私人農地被重收外，另外905

幅的業權人在署方採取執管行動後（包
括發出法定通知、發出警告信、將警告
信送交土地註冊處註冊），自行清拆所
有違契構築物；另外27個地段由地政總
署安排清拆所有違契構築物。
發言人重申，署方會繼續打擊私人農

地上違契搭建構築物的情況，一旦發出
警告信，會保留權利在不作進一步通知
的情況下啟動重收。

拒拆違契建築 18農地被充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報道
曾指，機場管理局為未有攜帶身份證的
訪客簽發「管制人員准許證」，放行入
機場控制塔參觀，被質疑存在保安漏
洞。申訴專員公署昨日公佈的主動調查
結果指，機管局有按照既定程序收取和
核實參觀者資料，參觀團體全程在機管
局職員陪同下參觀機場，亦沒有進入控
制塔，認為有關做法沒有造成保安漏
洞。
公署報告指出，涉事團體為智庫組

織，在參觀機場前一個月向機管局提出
申請，該局接納後以保薦機構的身份為
其辦理「特別訪客通行證」，並於參觀
機場前4天批出，但率團者當日沒有攜
帶身份證，未能領取「特別訪客通行
證」。為確保活動進行，機管局向該名
率團者發出「管制人員准許證」，該團
體當日全程由機管局職員引領，行程包
括參觀機場行政大樓及綜合機場中心。
報告引述機管局解釋，有別於傳媒

的報道。機管局指該團體在參觀活動
中，並無進入機場控制塔，行程中只有
綜合機場中心屬禁區範圍。
機管局並指，在參觀日期前已接獲

該團體所有參觀人士的資料，職員曾在

工作上接觸過該率團者，而該名職員當
日亦有在場，對其身份並無疑問。
公署表示，該團體向機管局提出參

觀機場的要求，以了解機場的運作，
機管局按一貫做法接受其申請，並無
不妥，機管局亦有按照既定程序，預
先收取該團體成員的個人資料，及在
參觀當天核實相關人士的身份後，才
向他們派發「特別訪客通行證」。
公署認為，機管局有充分理據招待

該團體參觀機場。

身份獲確認 酌情非無理
公署又指出，曾在工作上接觸率團

者的機管局職員當日亦在場，能確認率
團者身份，該局因時制宜，酌情向率團
者發出「管制人員准許證」並非不合
理，加上該團體全程都是在機管局職員
陪同的情況下進行參觀，沒有進入機場
控制塔，認為機管局的做法沒有造成保
安漏洞。
去年有報道指，由前特首、全國政

協副主席董建華成立的「團結香港基
金」去年參觀機場，基金會總幹事鄭李
錦芬在未攜身份證下，獲准進入機場禁
區參觀。

冇帶ID訪機場禁區
申訴署：無保安漏洞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到場見證備忘錄簽署。 劉國權 攝
■香港柬埔寨人力資源發展協會與柬埔寨勞工及職業培訓部簽署備忘錄，前者將
負責推廣及保障來港工作的柬埔寨勞工。 劉國權 攝

■馮少玲稱，近年印
尼收緊輸出傭工，冀
柬傭能填補人手不
足。

劉國權 攝

■香港柬埔寨人力資
源發展協會秘書長葉
碧蓮指，來港柬傭須
至少具初中學歷。

劉國權 攝

■郭偉強昨聯同保險業總工會代表，會見保監專員梁志仁。 文森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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