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55月月2424日日（（星期三星期三））香  港  新  聞A10 ■責任編輯：甄智曄

Miss曾大本營點讚 暫留加德滿都

廚藝大賽詳情
比賽日期：6月20日星期二（熱菜組）

6月21日星期三（麵點組）

開幕典禮：6月20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典禮儀式：工聯會工人俱樂部9樓

比賽時間：上午10時至夜晚10時

比賽地點：香港九龍土瓜灣馬頭涌道50號工聯會工

人俱樂部8樓

報名截止日期：6月6日（星期二）

頒獎日期：8月24日（星期四）

資料來源：飲食業職工總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粵港澳廚神薦國家評級升呢
工聯下月辦大賽慶回歸 提升從業員競爭力利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特區政
府昨日宣佈，由於香港／法國工作假期計劃反
應熱烈，特區政府已與法國政府達成協議，由
今年7月1日起進一步將計劃的年度名額從500
個擴展至750個。
這是香港／法國工作假期計劃自2013年7月

成立以來第3次增加年度名額，該計劃的年度
名額已在2016年由400個增至500個，讓兩地
更多的青年人在旅遊期間生活和短暫工作。

蕭偉強：豐富兩地青年見聞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表示，香港／法國

工作假期計劃受年輕人歡迎，特別是法國的申
請者反應踴躍，令人鼓舞，並指是次名額增加
會提供更多機會給兩地的年輕人透過計劃豐富
其外地體驗，增廣見聞。
年齡介乎18歲至30歲、持有有效香港特區
護照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從未參與香港
／法國工作假期計劃的香港青年人，均可參與
計劃申請工作假期簽證。
成功申請者可在法國逗留不超過12個月，

其間可從事短期工作，惟受聘於同一僱主的工
作時間不得超過6個月，亦可修讀為期不多於
6個月的短期課程。
本港申請者如欲索取有關申請簽證的詳情，

可瀏覽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網頁，法國申請者
則可透過香港入境事務處的網頁取得相關資
料，網址為www.immd.gov.hk。自2001年以
來，特區政府已與11個經濟體系建立了雙邊
工作假期計劃安排。
除法國外，其餘10個夥伴分別為新西蘭、

澳洲、愛爾蘭、德國、日本、加拿大、韓國、
英國、奧地利和匈牙利，至今已有逾7.8萬名
香港青年人參與了上述的工作假期計劃。
特區政府歡迎香港年輕人參與工作假期計

劃，亦同時提醒工作假期參與者在出發前必須
做好準備及在外地旅遊時提高安全意識。
參與者應購買醫療保險等合適保險，遵守當

地法律和小心了解當地僱傭合約的條款等，以
策安全。參與者應查閱擬前往目的地的政府及
其駐港領事館的網頁和勞工處工作假期計劃特
設網頁（www.whs.gov.hk），並透過曾參加有
關計劃的朋友了解當地的生活及就業情況。

港法工作假期名額
「7．1」起增至750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一人實踐
夢想，全港為之沸騰。剛完成登上珠穆朗
瑪峰頂創舉的中學教師曾燕紅，經過兩日
多的下山路，昨日終返抵珠峰大本營。
由其舊生開設的fb專頁「海拔8848.44

米上的課堂」上傳曾老師於大本營的相
片，只見在陽光下她笑容十分燦爛，雙
手豎起大拇指點讚。她於昨日稍後時間
乘坐直升機往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暫

時未知回港時間。與曾老師同日成功登
頂的港人吳俊霆，亦於昨日下午1時許在
fb報平安，並啟程往加德滿都，料最快星
期四早上回港。
在剛過去的周日，曾燕紅成功登上

8848.44米的珠峰頂，成為本港首位土生
土長的女性登上珠峰頂。
「海拔8848.44米上的課堂」專頁昨日

下午發佈消息指，經兩日後曾老師已成
功抵達海拔5,300米的珠峰大本營，並附
上其雪巴嚮導傳來的一張相片，相中見
到曾笑靨如花，雙手豎起大拇指兩個
讚，雖剛剛辛苦走完下山路，看上去亦
精神十足。
曾老師在大本營洗澡和收拾行李後，

昨隨即乘坐直升機往加德滿都，並曾透

過WhatsApp聯絡家人，預計今日和明天
仍留在當地，但暫未公佈返港時間。

吳俊霆最快今啟程返港
與曾老師同日登頂的物理治療師吳俊

霆，亦已於昨日啟程回加德滿都。
他在啟程前透過 fb專頁直播在大本

營登上直升機情況，「我係（喺）珠
峰頂上，祝願各位獅子山下嘅香港
人，回歸 20 周年嘞，搵自己嘅夢想
嘞，做啲自己想做嘅嘢嘞！我依家最
想做嘅嘢就係返香港。」他預計最快
於今日啟程返港。
曾燕紅與吳俊霆已相識多年，此次登

珠峰兩人再次遇上，成為了無所不談的
好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去年錄得虧蝕
的國泰航空，日前宣佈裁減600名香港總部員
工，包括近200名管理層，裁員規模為20年來最
大。工聯會聯同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昨日
約見國泰的人力資源總監，表達三大訴求，包括
反對裁員、要求管方提供更優厚的補償方案及協
助受影響員工內部調遷。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
總會主席張樞宏對裁員表示痛心，認為管方不應
把虧蝕的責任轉嫁至員工身上。

冀太古介入助內部調職
張樞宏在會後表示，未有與管方達成實際的共
識，但管方態度良好，願意聆聽，並承諾將員工
的訴求轉交國泰，期望未來一星期能與管方有更
高層次及深入的溝通。他續說，工會於上月已收
到國泰有意裁員的消息，至今接獲逾20宗員工查
詢，並指員工現時士氣低落，人心惶惶。

他要求國泰終止裁員方案，「日後三跑落成，
航空業將持續發展，需要人手配合。」他認為，
即使必須裁員，也希望管方將影響減至最低，並
盡早公佈名單。他又期望國泰的母公司太古集團
能協助員工內部調職，消化受影響的員工。

陸頌雄：瘦雞餐「暴裁」無誠意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形容，國泰因投資期

油失利裁員是極不負責任，批評管方提出的裁員
補償方方案「極其量只是瘦雞餐」，「管方若有
心，應以更優厚的『肥雞餐』吸引有意自願離職
的員工，而非粗暴裁員。」
國泰曾指是次裁員對象不包括前線地勤員工、

機師及機艙服務員。工聯會要求管方澄清後勤的
支援部門是否在裁員範圍內，並希望國泰考慮縮
減裁員的規模的可行性。他認為國泰尚有崗位缺
乏人手，應協助員工內部調遷。

工聯晤國泰管理層 反裁員促內部調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國泰航空日前公佈裁員 600
人，其中190名中高級管理人
員率先被裁。
國泰本地職員工會主席朱賢

昌透露，現已接獲3名至4名員
工求助，主要涉及離職後的福
利計算方法，預料下一輪裁員
名單會於6月上旬公佈。
朱賢昌昨晨接受電台電話訪

問時表示，接獲消息指國泰昨
天會繼續裁減600人當中的200
人，未知屬何部門。惟他事後
澄清，已向國泰人力資源部門
核實，昨日沒有公佈新名單。
他表示，已接獲3名至4名員
工的求助個案，大部分是查詢
被裁後的旅遊及醫療福利等保
障及計算方法。
他續說，仍未獲安排與管理

層見面，現時會聯絡及收集員
工訴求，以擬定與資方商討的
具體訴求。
朱賢昌質疑，基層員工在面

對人手不足的情況下亦盡力工
作，質疑國泰「點解要向佢哋

開刀」。
他又指，是次大規模裁員已

令不少同事感到震驚及憂心，
認為勢將影響服務水平。

專家：炒人慳4億都填唔到蝕

經濟學者關焯照出席電台節
目時指出，如油價未能回升至
每桶80多元水平，今年國泰的
對沖仍會虧蝕，又指是次裁員
能為公司節省約3億元至4億
元，但未必能補回對沖虧損。
他續稱，航空公司趨勢是發

展廉航，若每間公司均轉型為
廉航，競爭將相當大，而近年
不少廉航較成功，因獲不少年
輕人支持，故客量相對穩定。
同場的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

心政策研究主任羅祥國表示，
國泰或可參考外國航空公司的
經營模式，因不少大型國際航
空公司均以雙品牌形式運作，
以高檔次和廉航雙軌經營，均
經營成功。但他強調，並非每
間航空公司採用此模式都成
功。

員工士氣大挫
下一波料6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統計處昨
日公佈4月份的消費物價指數，整體消費物價
按年升2%。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影
響後，基本通脹率為2%，較3月份的1.3%為
高，主要是由於旅遊費用上升及鮮菜價格跌幅
收窄所致。政府發言人表示，輸入通脹低企及
本地成本壓力溫和，通脹上行風險在短期內應
會依然受控。
統計處表示，首4個月合併計算，綜合消費

物價指數較一年前同期上升0.9%。截至4月止
的3個月期間，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較一年前同
期上升0.8%；12個月內，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較一年前同期平均上升1.8%。
在組成項目之中，在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及甲

類消費物價指數中錄得按年升幅的類別包括煙
酒（升3.4%及升3.8%）、交通（分別升3.4%
及2.5%）、住屋（分別升2.7%及3.8%）、外
出用膳（分別升2.7%及2.8%）、雜項服務
（分別升2.7%及2.3%）及雜項物品（分別升
1.9%及2.5%）。
價格在4月份錄得按年跌幅的類別，包括耐

用物品（在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中下跌3.0%及
在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中下跌3.8%）、衣履
（跌1.7%及1.1%）和電力、燃氣及水（跌
1.2%及0.3%）。食品方面，綜合消費物價指
數較一年前同期上升0.3%，但甲類消費物價
指數下跌0.2%。
政府發言人表示，通脹壓力在4月份依然溫

和，基本通脹率在4月份上升，主要因為今年
復活節假期在4月中，不同於去年在3月底，
令旅遊費用在4月份按年明顯回升。展望將
來，鑑於輸入通脹低企及本地成本壓力溫和，
通脹的上行風險在短期內應會依然受控。政府
會繼續密切留意通脹走勢，特別是通脹對低收
入人士的影響。

復活節旅費增
四月通脹升2%

飲食業職工總會主席郭宏興指出，
國家職業技能評級證書得到全球

逾100個國家及地區的廣泛認受。為提
升本港飲食業從業員的競爭力，過去11
年，飲食業職工總會透過舉辦專業廚師
大賽遴選業界精英，並推薦各屆的冠、
亞、季軍參與內地相關考試。11年間，
共615人參賽，125人成功考取國家職
業資格證書。

120參賽者成廚師專才
他續指，125人中120人獲二級烹調
技師資格證，二級技師資格等同於專業
技術人才，直接往澳門工作無須申請外
勞資格，亦不佔外勞配額，僅需在澳門
勞動部提交證書證明便可在當地就業。
他又指，內地二級烹調技師的收入在

當地薪資水準中屬中上游，通常人工過
萬元。

大廚讚資格「實力保證」老闆信賴
去年廚師大賽的冠軍得主周浩雲有26
年從業經驗，笑言「做菜是一生的興
趣」。他曾先後7次參賽，坦言珍惜每次
比賽中，與粵港澳3地名廚切磋學習的
機會，「每次比賽都有600多個新菜式出
來，比賽中我喜歡觀察別的師傅不同的
創意和菜式，以後自己亦會嘗試去創
新。」
周浩雲說，去年首次在比賽中獲得冠

軍，是對自己實力的一種肯定。他又坦
言早前考取的國家高級技師證書對其求
職有正面影響，「老闆看到這個證書，
在一定程度上會更加信賴我的實力，亦

放心將廚房完全交予我打理。」
周浩雲現時供職於本港一間食肆，他
指身邊有很多同行亦希望考取相關證
書，但毫無頭緒，希望政府或工會加強
宣傳，令更多本港廚師獲得資格認證，
提升行業專業性。

周聯僑冀勞福局贊助增認受性
工聯會職業訓練及促進就業委員會主
任周聯僑說，每年廚師大賽需半年時間
籌劃，耗資約十多萬元，以往均由贊助
商贊助。
他希望未來政府部門尤其是勞工及福
利局能成為賽事的支持單位，有助提升
比賽認受性，亦希望當局提供定額經費
贊助及比賽場地支持，讓更多人有機會
參與廚藝比賽，推動業界發展。

「 做 菜 是

我的興趣，

透過比賽可

以與其他師傅切磋、學習，不斷提升。」

16歲入行，3代都是廚師的周浩雲去年憑藉

一道「家常迎客梅」及一道「昭君出菜」

從逾100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一舉奪得

「第十一屆粵港澳專業廚師大賽」高級熱

菜組冠軍。他早前更通過內地筆試，獲國

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簽發「國家職業

技能高級中式烹調技師證書」，成為認可

高級烹調技師。為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

飲食業職工總會下月20日舉辦「第十二屆

粵港澳專業廚藝大賽」，以精湛的廚藝表

現向回歸20周年獻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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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及香
港民用航空事
業職工總會會
見國泰航空管
理層，表達反
對裁員的訴
求。
香港文匯報

記者
何寶儀 攝

■曾燕紅昨抵大本營，雙手點讚。 fb圖片

■吳俊霆於昨日啟程回加德滿都。 fb截圖

■吳俊霆 fb專頁直播自
己在大本營登上直升機前
的情況。 fb短片段截圖

■「第十二屆
粵港澳專業
廚藝大賽」下
月 20 日 舉
辦，工會呼
籲業界從業
員積極報名
參與。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文華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