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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裁員「第二波」炒400基層
佔公司相關職位18% 工聯促助轉職太古集團

是次被裁的員工來自A級及B級的基
層員工，及非經理的C級員工。據

悉，國泰的內部電郵指出，是次裁員佔集
團相關職位18%，但暫不涉工程、航務、
人事、培訓、貨運、財務、秘書及行政支
援等部門職員。

促資方以「自然流失」減傷害
國泰航空本地職員工會主席朱賢昌證
實，公司昨日展開第二階段的裁員，工會
冀資方能繼續聽取員工意見，以自然流失
方法，將影響減至最低。
工會續指，過去與公司就裁員作出多番
的談判，改善員工的待遇，包括受影響基
層員工如達到入職標準，可優先獲得空中
服務員、機場客戶服務主任及電話服務中
心主任等職位；A級員工可以獲得3個月

的離職代通知金、較正常多出兩個月等。

張樞宏批管理不善找員工開刀
工聯會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

張樞宏表示，自資方上月宣佈大幅裁員消
息後，工會接獲部分會員求助，現時員工
內部士氣低落，有子公司的管理層離職或
被調職至太古集團旗下其他公司任職。
他相信是次被裁的基層員工不包括地

勤、機艙服務員、客戶服務及清潔工，以
文職辦公室人員為主，並引述國泰指會承
諾將員工影響減至最低。
他批評資方管理不善卻以員工開刀，冀
國泰能協助被裁員工轉職至母公司太古集
團旗下的其他公司任職。
國泰航空上月宣佈裁減約600名員工，

當中涉及190個中高層的管理職位，即4

名管理層則有1人被裁。國泰表示，受影
響的員工會陸續收通知，早前已作回應，
大部分受影響員工將於一個月內接獲調動
或停職通知，大部分重組變動會於年底前
完成。
根據國泰的業績，去年虧損5.75億元，

並宣佈重組架構，節省30%的人力成本，
被裁員工均可獲離職補償，最多額外獲12
個月薪金的離職補償、延長的醫療福利、
額外及延長的旅遊福利，並承諾受影響員
工將會全數收到其退休金，僱主供款的強
積金部分不會與遣散費和長服金對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因對沖燃油轉盈為虧的國泰航空上月

宣佈裁減600名員工，繼首輪裁走190名管理層後，昨日展開第二波

裁員，400名基層員工受影響，主要來自文職及後勤部門；工程、人

事及財務等部門則未受影響。國泰表示，已於上月22日公佈是次裁

員行動，並無補充，亦不會作回應。有工會批評資方管理不善卻找員

工開刀，冀國泰能協助被裁員工轉職至母公司太古集團旗下的其他公

司任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做人最緊要有得揀！」
近年不少品牌推出個人化產品予顧客任意組合，成功在較
淡靜的市場搶灘。香港迪士尼樂園今年暑假共推出10個項
目逾1,000種商品，不少屬自製Tee、手機外殼及首飾配搭
等，料能吸引家庭客及女性消費者。樂園表示，本港及旅
客消費力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弱，市道平穩上升，如毛公仔
Tsum Tsum自2014年引入後，至今已售出逾150萬隻。

揀圖文自製Tee 揀飾品揀糖果
迪士尼樂園商品營運綜合策劃經理陳偉賢昨日表示，樂
園看到賓客對個人化產品的需求很大，如2013年7月推出
個人化設計的手機及平板電腦外殼，至今已售出20萬個手
機外殼，未來打算乘勝追擊，於7月加入70款自家製Tee，
讓遊人可以自行挑選圖案及加字，如雪姑七友及小熊維尼
等，2小時內可製成。
他續說，今年暑假亦會推出可任意組合耳環、手鏈及戒
指等首飾，3件148元，以滿足女性愛配衣服的要求，同時
也會推糖果罐供賓客任選糖果，專攻小孩市場。陳偉賢相
信，隨着新酒店開幕，樂園人均消費會有增長，又指本地
賓客消費力沒有想像中弱，當中仍以女性消費者佔大多
數。
陳偉賢指出，近數個月份以首飾及家庭用品的產品銷情
最理想，Tee也有增長，相信隨着7月有新電影上映，反斗
車王及鐵甲奇俠的副產品也會有增長，而未來也會引入日
本東京迪士尼樂園大熱的產品，產生聯盟效應提高生意
額，並對暑假檔期生意有信心。

迪園產品個人化 暑期客「有得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國際
機場去年客運量達7,050萬人次，貨運量
達452萬公噸，預期至2030年客運量及貨
運量將分別上升至1.023億人次及890萬
公噸。機管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顯示，該

局將於2024年機場第三跑道系統啟用前
出3項措施提升機場服務質素，包括於一
號客運大樓旁興建附屬大樓，擴建東大堂
及4號停車場，改善、精簡流程及運用科
技手法提升服務質素等。

機管局表示，現正進行興建附屬大樓、
擴建東大堂及擴建4號停車場的前期工程，
預期主要建築工程將於今年年中展開。

增40櫃枱 兩條行李認領轉盤
文件顯示，機管局將於2024年前完成

多個發展及擴建計劃，包括完成中場停機
坪發展計劃餘下部分，希望於2020年提
升機場停機位總數由182個增加至215
個。機管局亦會擴充一號客運大樓旅客登
記、保安檢查及行李處理設施，同時於一
號客運大樓以北興建附屬大樓，新增40
個旅客登記櫃枱及自助行李托運旅客登記
站台、兩條行李認領轉盤、暫存行李設施
及旅客設施（包括失物認領處、餐廳食
肆、跨境陸上交通票務櫃枱及座位等。）
機管局並會擴建一號客運大樓東大堂，

於美食廣場、抵港層東大堂及轉機區加建

座位，同時設置更多商店，也會於離港層
北面出境大堂新增3條離境保安檢查通
道、8個出境檢查櫃枱及5條e-道等。
至於擴建4號停車場工程則會重置現有

1,400個公眾停車位，並提供新的機場幼
兒園永久校址、香港國際航空學院永久校
址等。機管局亦打算興建名為「天際長
廊」的旅客長廊，連接一號客運大樓及北
衛星客運廊，預計長廊設計及建築工程合
約將於2018年初批授，並於2020年啟
用。
機管局還計劃對連接一號客運大樓與中

場客運大樓的行李處理系統展開提升工
程，興建高速行李運輸系統，將中場客運
大樓及該範圍內其他相對較遠停機位的抵
港行李，自動運送到一號客運大樓的行李
處理大堂，預計該系統將於2019年第二
季投入運作。

一號客運大樓年中擴建迎三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鐵列車發
生冒煙事故，昨清晨一列東鐵南行列車離開沙
田站時，有職員發現其中一節車卡底部有煙冒
出，列車駛抵大圍站後全車600名乘客須緊急
疏散轉車，列車繼續駛往旺角站後備月台，由
趕到消防處理，初步相信車卡有風機過熱而冒
煙，未有釀成火警，稍後列車要返廠作詳細檢
修，幸事故未致列車服務受阻。
發生冒煙的為東鐵一列南行列車的第九節車

卡，據悉，該車卡屬頭等車廂。港鐵發言人表
示，昨早6時30分，沙田站月台職員見到一輛
正開往紅磡方向的列車，其中一卡車底有煙冒
出，於是立即通知車務控制中心，再通知消防
處。
涉事列車駛抵大圍站時已沒有冒煙，車長基

於安全理由，並按車務控制中心指示，安排車
上約600名乘客疏散落車，再轉乘下一班列車
繼續行程。列車落客後駛到旺角東站的後備月
台停泊，待消防員到場檢查。
消防接報後列作「二級火警」，派出坍塌搜

救隊等大批消防員到場戒備，幸列車已未再冒
煙。九龍南區消防區長（行動組）胡麗芳表
示，經調查後估計，涉事列車疑因風機過熱造
成冒煙，並無火警發生。港鐵為審慎起見，稍
後安排列車返廠檢查。

東鐵車底冒煙
600客大圍疏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將
來土瓜灣地鐵站乘客踏出列車，也
許會恍然時光倒流回宋朝。2014
年，沙中線工程於土瓜灣站挖出約
萬件價值連城的宋元期文物，港鐵
代表昨日出席古物諮詢委員會會
議，提出將土瓜灣地鐵站打造成
「宋元遺址」地鐵站初步構想。
一眾委員熱議應採用大學站作

法，將整個地鐵站變成一個香港宋
元文化博物館。港鐵、古蹟辦與康
文署對此積極響應，承諾在土瓜灣
站聯手打造宋元香港故事。古諮會
並通過將三幢私人建築評定為法定
古蹟，及活化大坑火龍文化館項
目。

透明位看井底 上蓋建紀念園
港鐵代表的初步方案，是在土瓜

灣站內設立兩個分別長7米與 5
米、深0.65米的文物陳列櫃，定期
輪換展出在上址挖出的大量文物。
其中一座原址保育的宋朝古井與地
鐵站上蓋重疊，港鐵站考慮在井底
做成透明凹位，令乘客能夠由底部
看到古井真貌，與上蓋遺址公園上
下貫通。
眾委員基本支持該兩項設計，但

提出應該仿造大學站的成功先例，
讓土瓜灣站整體設計成為宋元遺址
紀念公園的一部分，與地面上宋元
遺址公園相呼應，以紀念這次破天
荒的巨大考古發現。
委員同時認為陳列櫃太淺，可能

沒法擺放較大型文物，並詢問設立
透明頂在防水和維護方面會否造成
困難，影響公眾進出。
出席會議的港鐵沙中線土木工程

（東西線）總經理黃智聰表示，港
鐵願意充分配合建議，將土瓜灣站

整體設計成述說宋元時期香港故事的博物館。
但由於地鐵上蓋的遺址公園如何設計還沒成
形，因此土瓜灣站如何配合設計現在沒法進
行，只能預留空間先確定大方案，然後加快工
程，爭取2019年年中通車，以免影響啟德體
育園的人流疏導。

東蓮覺苑佑寧堂楊侯古廟列古蹟
另外，古諮會通過古物古蹟辦事處的建議，
將現時屬一級歷史的3幢私人建築物，包括跑
馬地東蓮覺苑、九龍佑寧堂及大澳楊侯古廟列
為法定古蹟，並通過將大坑一幢三層樓高、始
建於1900年，重建於1949年的三級歷史建
築，活化為大坑火龍文化館。
跑馬地東蓮覺苑於1935年落成，由何東及

其夫人張靜蓉創立，本地建築師馮駿設計，屬
於1920至39年代中西合璧式建築的典範。
大澳寶珠潭楊侯古廟的建築歷史源遠流長，

相信建於1699年，是大澳現存歷史悠久的廟
宇。九龍佑寧堂建於1931年，由倫敦傳道會
興建，屬簡約的垂直哥德式建築，建有中式金
字瓦頂，承重的紅磚牆與灰色的麻石梯級和窗
框對比鮮明。
大坑舞火龍是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委員們

很高興有文化館項目令這項傳統得到更好傳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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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陳鳳鳴）政府最近提
出的「禁止在業務過程中售賣及供應酒精飲品予
18歲以下人士的規管制度建議」，其中針對便利
店所提出的幾項新修訂建議，酒吧業界對此表示強
烈不滿。香港酒吧業協會昨日表示，新修訂建議對
業界不合理、不公平，批評政府對零售商及酒吧業
界持雙重標準。
香港酒吧業協會副主席錢雋永指出，政府新修訂

的建議對酒吧、零售商的規管不一致，有欠公允。
根據新修訂建議，便利店在售賣或供應酒類飲品
時，在顯眼位置展示一個中英文的訂明告示便可享
有免責辯護，免於刑責，但同一情況下，酒吧卻不
能作免責辯護。
協會亦指出，當便利店及酒吧觸犯條例時，只需

接受罰款，每項罰款由2.5萬元至5萬元不等，酒
吧卻需面對嚴厲的懲罰，包括接受法庭聆訊、在酒
牌局留下不良記錄、罰款，甚至吊銷酒牌，以致酒
吧經營者血本無歸。
協會並指，政府對酒吧經營要求十分嚴苛，酒牌

附加條款由最初的14項增加至現時的33項，幾經
努力才可領到酒牌，但售酒時間卻比便利店短。
Paci Bistro酒吧負責人楊先生表示，「因經營的

酒吧與便利店相鄰，很多人於凌晨時分去便利店買
酒，隨後在門口飲酒及大聲談笑，造成噪音問題，
附近居民不知內情，反對酒吧續牌，令酒吧淪為代
罪羔羊。」他經營的酒吧只獲續牌半年，營業時間
要縮短至凌晨12時。
錢雋永表示，已就新修訂建議的不公平現象，草
擬建議書前往平機會投訴，希望為酒吧業界平反，
協會亦將會撰寫建議書向食物衛生局反映相關事
宜，希望政府可公平、合理對待酒吧業。

售酒細路修例罰則
酒吧業批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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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的內部電郵指出，是次裁員涉及佔集團相關職位18%，暫不涉工程、航務、人
事、培訓、貨運、財務、秘書及行政支援等部門職員。 資料圖片

■陳偉賢介紹毛公仔Tsum Tsum系列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迪園將推出可
任意組合耳環、
手鏈及戒指等首
飾，以滿足女性
愛配衣服的要
求。

香港文匯報
記者楊佩韻 攝

■■迪園今年新推出泡泡棒吸引小孩迪園今年新推出泡泡棒吸引小孩。。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攝

■迪園7月加入
70 款 自 家 製
Tee。

香港文匯報
記者楊佩韻 攝

■香港酒吧協會不滿修例對酒吧和零售商的規管
不一。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陳鳳鳴攝

■古物諮詢委員會會議倡於土瓜灣站建館保育
古井與文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