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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鋒：拓亞非「帶路」港具重要作用

女明星嫁內地男掀「搵北郎」風氣

低津戶為達標增工時「快樂感」不升反跌

施政報告將提墟市新招
蔣麗芸倡多元勿只聚焦食物 料擴大規模帶動旅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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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謝鋒日前出席「亞洲與非洲國家
在重大基礎設施項目上的合作」專題研討
會。他在致辭中表示，中國始終是亞非大
家庭中的一員，與亞非國家同發展、共進
步，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反映各國人民
的共同訴求和殷切希望，又指香港有「一
國」之利、「兩制」之便，相信香港在未
來亞非國家經濟交流、基礎設施項目合作
等方面能發揮重要作用。
據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網站載，謝鋒
本月22日出席「亞洲與非洲國家在重大基
礎設施項目上的合作」專題研討會並致
辭。

他指出，亞非國家曾有相似的歷史經
歷，在波瀾壯闊的反帝反殖活動中贏得了
寶貴的國家獨立，也在相互支持中結下深
厚友誼。今天的亞非國家，不僅是親密的
朋友，而且是合作夥伴，肩負着維護和
平、共同發展的時代使命。

願同發展共進步
他續說，亞非法律協商組織是促進兩大
洲國際法律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加強
地區治理、維護共同利益、推進國際法治
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始終是亞非
大家庭中的一員，與亞非國家同發展、共
進步。

謝鋒強調，中國提出構建以平等互利、
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人
類命運共同體，提出「一帶一路」建設倡
議，為國際社會提供了「公共產品」和解
決方案，也反映了各國人民的共同訴求和
殷切希望。
他更指出，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中外，既

有「一國」之利，亦有「兩制」之便，相信
在未來亞非國家經濟往來、人文交流、法治
發展，以及基礎設施項目合作方面，香港一
定能發揮重要作用，作出獨特貢獻。

周露露談「一國兩制」獨特性
本月21日，出席「中國—亞非法協國際

法交流與研究項目」的國際學員還到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參訪。
公署條法部主任周露露參贊為學員作題

為「從外交角度看『一國兩制』獨特性」
的講座，重點就「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
形成、「一國兩制」對國際關係和國際法
的貢獻、駐港公署職責等內容與學員進行
了交流互動。
據介紹，本次研討會由「中國─亞非法
協國際法交流與研究項目」和亞洲國際法
研究院共同舉辦。 「中國─亞非法協國際
法交流與研究項目」由中國政府資助，由
國家主席習近平宣佈設立，旨在為亞非國
家在國際法領域交流與合作打造新平台。

■謝鋒表示，中國始終
是亞非大家庭中的一
員，與亞非國家同發
展、共進步。

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昨日開會重選主席，
最終由小組副主席郭家麒在無競爭的情

況下自動當選。在副主席方面，由於小組將
於12月完成會議，未來會議數量亦不多，因
此在未有議員反對下，將不會有副主席。
郭家麒表示，今年會召開最少四次會議及

兩次公聽會，讓政府能在公佈施政報告前後
回應質詢。

食衛局代表下月出席會議
小組委員會原邀請食衛局代表出席會議，

但該局回覆指，由於政府將有新政策，因此
將在下月11日即新一份施政報告出爐後，才
到立法會出席會議。有議員對政府缺席會議
感不滿，認為墟市政策是較新鮮的事情，在
香港較難推行，政府應出席討論政策。
有議員則認為，食衛局在政府宣讀新一

份施政報告前缺席會議，將成為很壞的先
例。由於其他小組委員會同樣在新一份施
政報告出爐前有會議，若政府以同樣理由
而缺席，不少會議將「白開」，希望今次
是個別事件，並要求內務委員會向政務司

司長跟進。
會議又討論了小組委員會的未來動向。民

建聯議員蔣麗芸表示，現有的墟市大多數只
與食物有關，建議墟市應有多元種類及較大
規模，認為此舉能帶動香港的旅遊業，政府
應成立墟市發展諮詢架構。有議員則指，小
組委員會應就農曆新年墟市、熟食墟方面舉
行公聽會，甚或外訪澳洲墨爾本等地。

團體指申請門檻過高
另外，「撐基層墟市聯盟」等多個組織的

十多名代表，會前在立法會外示威。他們手
持機票紙牌道具，高叫「勿再放飛機」的口
號，要求在房署管轄的公共空間舉辦墟市，
做到「區區有墟市」。
有代表指出，目前康文署及房署的墟市用

地，申請門檻過高，並指雖然房委會讓慈善
團體或機構在屋邨舉辦臨時墟市，但申請準
則模糊。
代表續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與團體會

面時，承諾推動墟市，但至今未見有制定墟市
政策，要求政府成立墟市專責委員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立法會墟市事宜小組委員

會昨日開會選新主席，取代因

宣誓案被法庭取消立法會議員

資格的劉小麗，最後公民黨郭

家麒自動當選。郭家麒在會上

引述食物及衛生局指出，政府

會在下月的施政報告提出墟市

新政策，因此希望稍後才回應

質詢，故昨日不派代表出席會

議，多位議員對此感到不滿，

質疑政府未有珍惜會議時間。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表

示，現有的墟市大多數只與食

物有關，建議墟市應有多元種

類及較大規模，認為此舉能帶

動香港的旅遊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集思會前日發表研究
報告，發現過去20年香港女性嫁內地男性數目增加逾兩
倍，跨境配偶雙方教育程度顯著提高，及年齡差距收窄
等新趨勢。香港集思會行政總裁黎黃靄玲昨日在一個電
台節目上表示，4年前首次研究跨境配偶，已察覺不再
是低學歷的「老少配」，加上過去數年社會、經濟及政
治格局均有改變，今次再研究此題目，發現有港女因看
到女藝人與內地人結婚，萌生了搵內地男士作配偶的想
法。
她指不少女受訪者透露，在香港找不到合適對象，「卻
看到不少女名人及女藝人與內地人結婚」，加上香港往返
內地交通方便，遂對內地男士產生興趣。她指當中有不少
從事會計及航空的女士主動找婚姻機構做配對。
她指出，雖然過去數年存在不少政治紛爭，但無影響跨
境婚姻的結合，回歸後的跨境結婚數字，每年仍有約兩萬
宗。

跨境夫妻盼做親善大使解兩地矛盾
她並引述調查指40%跨境配偶認為他們對於兩地能化解

矛盾感樂觀，更有人認為自己可以扮演「親善大使」的角
色。
她續說，愈來愈多跨境配偶成為香港人，並佔一定的人
口比例，他們主張和諧，對於政治看法，並非不想改革，
只是覺得應該慢慢來，並非以激烈手法爭取。

香港正面對人口
老化問題，預期用
於安老服務的資源

及人手都要持續增加。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
光指出，政府應該加強社區安老的支援，以減
低人口老化對原本供應已經十分緊張的醫療及
安老資源。
羅致光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85歲
或以上長者是最需要被照顧的一群，政府日後
應加強對剛退休長者的支援，望能令他們維持
健康，並在健康出問題初期便及早治療，避免
情況惡化以延後他們的長期護理需要，「最理
想的情況是長者一直維持健康身體至過身
前。」

第四季推離院照顧試驗計劃
現時有不少長者因病入院後都會轉到私營安

老院舍。羅致光表示，政府預計最快可在今年
第四季推出試驗計劃，加強離院照顧，減低長
者對安老院舍服務的需求，亦希望可以避免長
者出院後因為得不到足夠的照顧而要再次入
院。

羅致光：輸入外勞非長遠可行
部分安老院舍現時有從廣西輸入外勞，但羅致光認為輸

入外勞並非長遠的可行方式，因為10年後內地人是否仍
願意到香港工作是一大疑問。
他指出，香港長遠需要探討如何利用樂齡科技，「例如
現時可能需要2個至4個工人協助一名行動不便的老人家
洗澡，如果可以變成一個人便可節省人力。」
除安老院舍外，其他行業亦同樣有面對人手不足問題，

如上星期城巴在深水埗剷上行人路令3名乘客死亡的意
外，便令人質疑與司機工時過長有關。
羅致光表示，加薪以吸引更多人入職雖有機會紓緩司機
長工時問題，但亦有機會影響其他工種的人手供應，今次
事件涉及整個社會經濟結構和勞工的問題，但強調政府會
以安全和健康作優先考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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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低
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推出至今僅4萬人申
請，遠低於計劃預期。香港中文大學
與香港浸會大學昨日就低津對低收入
在職家庭的影響發表研究報告，發現
有申領家庭為領取高額津貼，策略性
提高工時至符合要求的每月192小時就
停止，以免超出入息標準。中大社會
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促請政府放寬工
時門檻至144小時、降低入息上限，並
簡化申請手續。
中文大學社工系及浸會大學新聞系
獲中央政策組資助，研究低津對低收
入家庭的勞動力及生活質素影響，並
於去年8月至今年8月期間，以電話、
面談問卷及聚焦訪談等方式，先後訪
問1,621人以分析領取低津前的狀況，
及訪問977人以了解他們領取後的情
況。

推出後申領家庭休閒活動增
結果發現，在190名曾獲低津的受訪

者的工時有上升趨勢，每月達192小時
工時以上的比例，由領取前的70.5%升
至領取後的85.5%；「幾乎沒有參與休
閒活動」的家庭由申領前的49.8%跌至
36.3%。
在家庭開支分配上，受訪家庭傾向

增加開支於兒童及壯年成員身上，長
者的開支並無明顯改變。
黃洪指出，低津確能紓緩兒童匱乏

情況，受訪者在領取低津後，多花費
購買食材及子女的教育開支上，不能
負擔每天購買新鮮蔬果的家庭由16.6%
跌至4.1%；未能負擔子女補習開支的
家庭亦由35.1%跌至26.4%。
不過，受訪家庭的主觀幸福感不升

反跌，受訪者「快樂感」平均分由領

取前的 6.13 分，降至領取後的 5.64
分。

為多領400加班 減與子女見面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張引

指出，有受訪者反映為多領取400元以
達至每月工作192小時，不惜加班，減
少與子女見面及休息時間。
是次研究同時設追蹤聚焦小組，訪

問48名低收入在職家庭人士，當中27
人曾獲發低津。
研究發現，申請人在符合低津工時

要求後還需擔心超出家庭入息上限。
部分零散工反映難以向僱主索取工作
證明，更有人因此辭去工作。

中大倡減高額低津工時要求
黃洪建議放寬高額低津的工時要求

至每月144小時，並容許同一家庭的不

同工作人士合併計算；單親及特殊照
顧需要的家庭則為36小時，並簡化申
請手續。
同時，現時全港二人家庭有不少為

雙老家庭，拉低二人家庭的每月入息
中位數。
黃洪建議由現時的家庭每月入息中

位數，改為以在職家庭入息中位數為
標準，並擴大至受惠範圍至入息中位
數的70%。他估計新建議可令低津受
惠人數倍增至8萬人。

■黃洪倡放寬高額低津工時要求至每月
144小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戶戶小廚」佣金拆賬 拓外賣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網絡

世界不但為零售業翻開新一頁，亦為
餐飲業提供新擂台「發圍」。網上外
賣平台Deliveroo投資600萬元，首設
專營外賣服務的線下中央廚房「戶戶
小廚」（Deliveroo Editions），提供場
地、廚具等硬件予6間餐廳，餐廳則提
供食品，雙方全以佣金形式拆賬。
Deliveroo 香港總經理羅家聰昨日表
示，本港外賣市場仍有很大的發展潛
力，期望以新方式協助餐廳打入灣仔
區市場，並打算在6個月至9個月內
「打通」新界區的外賣市場，將外賣
網絡覆蓋全港。

不設固定租金收費
外賣中央廚房「戶戶小廚」位於灣
仔。羅家聰指出，戶戶小廚負責場地
管理，包括裝修、通風、水電煤、租
金等費用，並會提供大型廚具，餐廳
只需負責員工及食材成本，雙方租約
由9個月至18個月不等，沒有固定租
金收費，以佣金形式拆賬。
他表示，新方式旨在減輕餐廳在租
金貴、租約長及外賣人手不足等問
題，亦是讓他們運用已有的品牌優勢
擴展至其他區域，料能為餐廳帶來約
20%的收入增長。
廚房目前劃分6個小廚房，分別由6

間沒有在灣仔開設實體店的公司進
駐，包括夏威夷魚生店連鎖店Pololi、
陝西菜館「有緣小敘」、中式餐飲
「Sohofama」 、 素 食 及 零 廚 餘 店
「MANA!」 、 意 大 利 菜 「208
Duecento Otto」及私房菜「Thai on
High」。
Sohofama負責人Larry表示，公司於

中環亦設有中央廚房，與「戶戶小廚」
相比，後者會令公司開業成本減低近
80%，他們只需提供食物及人力成本等
即可，減低在灣仔開展實體店的風險及
成本，但也得到灣仔區客戶的機會。

中環租貴 勝在客戶多
「有緣小敘」負責人葉太太表示，

中環實體店租金很貴，但客戶較多，
他們多為辦公室客戶及港島區人士，
原本打算在灣仔開店，剛好發現「戶
戶小廚」有此機會故合作發展，期望
吸納灣仔及半山的客戶。
羅家聰補充，「戶戶小廚」於今年4

月首次在新加坡推出，香港是第二個推
出項目的亞洲市場，而「戶戶小廚」與

倫敦及新加坡的餐廳合作很成功，當中
部分餐廳收入因而上升逾550%，認為
本港的外賣市場仍有很大發展潛力。
他表示，2016年擴展九龍區的外賣

市場，令生意有3倍至5倍的增長；現
時平台覆蓋本港15個區域，未來6個
月至9個月期望「打通」新界區的外賣
市場，將外賣網絡覆蓋全港。

■「有緣小敘」負責人葉太表示，中環實體
店租金很貴，但客戶較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素食及零廚餘店「MANA!」。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Pololi以中央廚房作試點，引入兩個只供外賣的全新品牌Blazed by
Pololi及Kai by Pololi。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廚房目前劃分6個小廚房，分別由6間公
司進駐。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