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京街位置佳 轉綠置吸公屋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

香港人工時冠絕全球，不少打工仔

每日總有一餐要光顧食肆，如果餐

飲業內發生貪污問題，不單影響投

資者的利益，更有可能影響食品質

素及令市民的健康受損。廉政公署

指飲食業屬勞工密集行業，潛在較

高貪污風險，早前特別與飲食業四

個商會合作制訂《餐飲業防貪實務

指南》，協助食肆東主、員工及相

關供應商避免墮入貪污陷阱。

廉署寫飲食業防貪「秘笈」
夥四商會合力訂指南 免東主員工供應商誤墮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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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接獲涉及飲食業貪污投訴
年份 2017 2016 2015

投訴（宗） 52 80 60

可追查個案（宗） 38 59 49

資料來源：廉政公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全港飲食業共聘用24萬人，佔全港勞
動人口約6%，業界去年只是用在採

購方面的開支便達360億元，而營業額更
有1,130億元，廉政公署去年便接獲52宗
涉及業界的貪污投訴，當中38宗都屬可追
查個案。

指業界早年貪污問題較多
防止貪污處助理處長利逸修表示，飲食
業的貪污問題雖然不是特別嚴重，但行業
卻潛在較高貪污風險，「餐飲業是勞工密
集的行業，很多工作都依賴人力運作，人
手運作多便有較高貪污風險。」
在1960年代已經從事飲食業工作的香港
餐飲聯業協會主席李遠康表示，業界早年
存在較多貪污問題，廚房收受回佣的情況

一度十分普遍，員工如果不能收受回佣，
未必願意為公司賣命，所以僱主亦對問題
「隻眼開，隻眼閉」。
不過，有關做法可能會影響公司所購入

的食材品質，亦會令僱主的成本上升，最
終食物要加價，令顧客受害。
廉政公署因而與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香港餐務
管理協會及稻苗學會合作制訂《餐飲業
防貪實務指南》，建議食肆東主可訂出
指引防止員工接受未經公司批准的利
益、建立食材規格和標準成本的參考價
格，及派管理層或採購員參與甄選食材
供應商。

籲用膳查核賬單及銀碼
另外，指南內亦針對前線銷售及人事管

理等飲食業常見貪污風險，建議食肆要核
對銷售收入與銷售點系統報告是否相符，
並規定要由經理等主管批核，以防止有人
偽造記錄私吞收入，而招聘時亦應盡量公

開招聘。廉政公署又呼籲食肆要提供途徑
讓發現懷疑貪污舞弊的員工在保密情況下
作投訴，並強調一旦發現有關情況應即向
署方舉報。
廉政公署並指出，一般顧客亦可以就防

止飲食業出現貪污情況出一分力，建議市
民外出用膳時要查核賬單的餐點項目及銀
碼是否正確，及留意賬單上有否列明自己
應獲得的優惠，如發現有問題應盡快向食
肆主管反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房委會
早前提出多個公屋項目轉為綠置居。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成員郭偉强昨日
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新一期綠置
居選址很大機會揀選深水埗東京街的
公屋項目，涉及2,500個單位，希望本
年底可接受申請，但估計呎價會高達
8,000多元。
郭偉强說，按首個綠置居項目景泰苑

出售經驗，市區項目較吸引，如果要住
公屋人士轉出來綠置居，除了價錢理想
之外，選址也要好過原來住的地方，而
東京街公屋項目位於市區，同時鄰近港
鐵站，生活配套、設施都理想，對公屋
戶較吸引。

倡定價與市價脫鈎
目前綠置居以市值六折定價，郭偉强
指景泰苑銷售時呎價約5,000多元，公
屋戶已覺得昂貴，他翻查差餉物業估價
署的樓價指數，在2016年中至2018年2
月期間，指數上升了三成多，估計到本
年底樓價可能已上升四成，每呎可達到
約8,000多元。
他又指，如果綠置居繼續按市價定

價，在樓市持續上升下，樓價是離地和
不可接受，脫離市民可負擔能力，房委
會的目標是解決市民居住需要而非牟
利，認為檢討有關問題時應考慮與市價
脫鈎，或以接近成本價、目標對象的收
入及可負擔能力等方向定價。

至於火炭4,800伙公屋是否轉作綠置
居，郭偉强指該項目原定於2019/20年
度落成，預計該年公屋供應為1.37萬
伙，若抽走火炭項目作綠置居，公屋供
應將不足1萬伙，遠不及長遠房屋策略
平均每年2萬伙的目標，市民會有疑問

是否以綠置居取代公屋。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早前

提及，綠置居數量不應多於該年公屋落
成量的一成，郭偉强認為短期內可以接
受，政府現時可暫借公屋地轉作綠置
居，但長遠政府應額外覓地建綠置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被稱為
「死亡之卷」的文憑試中文科將於下星期一
開考，今年起中文閱讀理解卷將重設12篇文
言文範文，令不少考生感頭痛。為探討適合
學生的文言文教學方法，助他們打好根底，
香港教育大學自2016展開「香港中學文言文
課程的設置與教學」計劃，透過諮詢前線教
師和專家意見，同時縱觀新加坡與內地等地
狀況，從初中起為學生建立多元化的文言文
教材，例如文言文「百萬富翁」問答等，以
提升其學習文言文的興趣與成效。

專家學者逾200人參與計劃
上述計劃涉及4間種子中學及前線教師，

另有來自近100所本地中學、大專院校及教
育機構的語文教師及專家學者逾200人，及
超過100名教大學生參與不同的工作坊及活
動。計劃總監兼教大中國語言學系副系主任
張連航表示，近年香港學校的文言文教育不
足，情況令人關注，相對起來內地小一至高
中要學習約200篇文言文，比例明顯高得
多。他坦言「要提升學生文言文水平，學習
量就要多」，所以計劃中的專家及教大準教
師，會因應不同學校的需要，及切合各年級
的「學習點」，選取合適的文言文篇章以設
計校本教材。
計劃種子校之一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校長朱蓓蕾則指，在重設文言文範文之前，
中學生確有一段時間較少接觸文言文，學習
上易出現「斷層」；而重設的範文屬高中程
度，難度較高，應要從初中起提早準備，助
學生打好根底，否則將會碰壁。她表示，坊
間雖然有不少初中文言文補充練習，但未必
切合校本需要，認為計劃中的教材對支援老
師很有幫助。

該校中文科主任凌麗雅說，計劃為每一個中文校本單
元額外附加約6篇的文言文短文，即一年有約30篇短
文，以助學生增加對文言文認識。她又指，文言古文與
現代中文存有差異，如通假字及省略句等，屬文言文的
特色及精髓，但若在現代中文中通假字及省略句則會被
視為錯誤及不完整，需要多花時間教導助學生掌握。
有份設計教材的教大中文教育學士五年級生孔文傑

表示，文言文對中學生來說往往較為沉悶，希望透過
有趣的教學內容，提高他們的學習動機及自主性。他
提到，有關包括教材文言文「百萬富翁」問答遊戲，
需要切合校本課程內容與程度，選取合適資料設定問
題，花費時間或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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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特區
政府大力推動創新科技，商界也不遺餘
力。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早前成立平台
培育初創企業家，為他們提供種子基金
及法律等支援。首輪計劃選出6間以智
能生活及健康科技為主的初創企業。當

中更有企業已走出香港，與內地企業合
作，計劃進軍大中華市場。
初創孵化器Eureka Nova由新世界發

展有限公司執行副主席鄭志剛創立。在
去年8月從68間初創企業中，選出6間
公司，提供資金、工作坊及投資者推介

等支援，協助初創企業「落地」，建立
網絡。

第二輪計劃覆蓋灣區
培育計劃分為兩個階段，有別於慣

常做法，此計劃首3個月會是「加速
器」，為企業籌集資金、提供營銷及
法律意見及工作坊；其後才是為期9
個月的「孵化器」，包括與新世界集
團各業務單位加深聯繫及驗證商業概
念等，目標在12個月至18個月內推出
產品。
新世界集團社會創新主管呂施施表

示，第二輪計劃將會覆蓋至大灣區，
並於今年第二季展開招募，將會與內
地的企業合作。
她說，希望透過為本地企業引入良性

競爭，大灣區內的初創企業能產生協同
效應。她又說，計劃提供種子基金，但
未有透露具體金額及名額。她又說，首
輪公司產品有部分已獲新世界旗下部分

試用，或轉介至其他企業。
她說，計劃希望選出具以下特質的

初創企業，包括：為社會問題創造解
決方法及帶有新價值等，「會看創造
到什麼價值予社會。」
她又說，初創企業僅三成成功，故

亦看重創辦人的受壓能力及態度，
「態度很重要，要想贏但不怕失敗，
EQ （情商）也會留意。」

OmyCAR助安全駕駛
參與計劃的手機應用程式 Omy-

CAR，已獲約12萬人次下載。艾普科
技有限公司聯合創辦人許翰勰表示，程
式會收集駕駛者的駕駛數據，分析其安
全駕駛的程度，希望減少交通意外。
該程式亦會透過定位，分析超速等情

況。公司會與保險公司合作，為良好駕
駛態度的司機提供優惠的保險費。
他說，公司成功在去年12月與中國太
平洋保險就新車保險簽訂夥伴合約，期
望在今年第二季推出產品。同時，亦研
究應用在物流車隊及的士上，監測司機
的駕駛表現。

新世界助6初創企業「落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後日
就是一年一度的清明節，不少孝子賢孫
都會到郊外掃墓。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提醒市民，清明節期間應做好預防措
施，免被蚊子、蜱和蟎叮咬，並慎防積
水，預防登革熱及日本腦炎等蚊傳疾
病。

清理化寶爐防蚊蟲滋生
中心發言人表示，前往墳場及骨灰安

置所掃墓時，可能較多時間在戶外，因
此市民應穿着淺色長袖上衣及長褲，並
在外露皮膚及衣服塗上含避蚊胺成分的

昆蟲驅避劑。市民亦應妥善清理化寶爐
及使用過容器的積水，掃墓後清理垃
圾，以防蚊蟲滋生。
中心指出，市民應注意以下防蚊措

施：包括徹底檢查集水溝氣隔、屋頂雨
水槽、明渠及排水渠，避免淤塞；每星
期至少一次以鹼性清潔劑擦洗溝渠和排
水明渠，以除去可能積聚的蚊卵；汽水
罐、空樽及空盒等垃圾應妥善棄置在有
蓋的垃圾桶內。
此外，栽種花卉的水應每星期最少徹

底更換一次，盡量避免使用墊碟；在雨
季前把凹凸不平的地面填平；避免在叢

林逗留；及在戶外活動期間，做好個人
保護措施。

昆蟲驅避劑可有效防蚊
為減低感染蚊傳疾病的風險，中心指

出，除一般措施外，市民如從受影響地
區回港，應在14天（登革熱）或至少21
天（寨卡病毒感染）內繼續使用昆蟲驅
避劑。若感到不適，應盡快求醫，並告
知醫生外遊細節。
中心提到，含避蚊胺的昆蟲驅避劑可

有效防蚊，惟市民應注意先仔細閱讀標
籤說明；在進入可能被蚊叮的範圍前使
用；塗在外露皮膚及衣服；孕婦使用避
蚊胺的濃度上限是 30%，兒童則為
10%；先塗防曬霜，再塗昆蟲驅避劑；

及遵照標籤說明，只於有需要時重複使
用。
中心又指，當市民前往叢林地區時，必

須採取額外措施預防傳病媒介疾病，包括
穿上可完全遮蓋足部的鞋，避免穿拖鞋或
涼鞋；把褲腳塞進襪子或長靴裡，以免皮
膚與節足類動物接觸；使用行人徑，避免
穿過草叢或樹叢。
另外，市民不要觸碰行人徑兩旁的植

物；避免在草叢或樹叢或潮濕陰暗處歇
息；不要把衣物掛在草叢或樹叢上；不要
餵飼野生或流浪動物；回程後，查看身體
和衣物有沒有蜱依附；以及如發現有蜱依
附在身體上，用鑷子或尖鉗子貼近皮膚並
抓牢其頭部，慢慢地施壓把蜱拉出，然後
消毒被叮咬部位，並用肥皂及水洗手。

清明掃墓 還須防蚊

■廉政公署與4個飲食業商會合作制訂《餐飲業防貪實務指南》。左起：利逸修、李遠康。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新世界集團
社會創新主管
呂施施（中）
表示，第二輪
計劃將會由香
港擴展至大灣
區。

香港文匯報
記者何寶儀 攝

■教大與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合作，為學生設計
多元化的文言文教材。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嘉瑤 攝

■教大學生為初中生設計文言文百萬富翁等遊戲，增
加學生的興趣。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嘉瑤 攝

▶東京街公屋位於市區，同時
鄰近港鐵站。圖為東京街。

資料圖片

▲郭偉强表示，新一期綠置居
選址很大機會揀選深水埗東京
街的公屋項目。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