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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致唁電悼念陳復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9 月 11 日晚，香港著名攝影
家、第五至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聯榮譽委員、中國攝影家
協會顧問、香港中華攝影學會永遠名譽會長陳復禮先生在香港辭
世，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向陳復禮先生家屬致唁電，對陳復禮先生
逝世表示沉痛悼念。
受王志民主任委託，中聯辦副主任楊健 12 日晚專程致送唁電
並看望慰問陳復禮先生家屬。
唁電全文如下：

唁 電
陳復禮先生親屬：
得悉陳復禮先生與世長辭，深
感哀痛！
先生是蜚聲海內外、深受世人
愛戴的攝影大家。先生一生酷愛
攝影藝術，在其近七十載影藝生

涯中，不斷創新實踐，勇攀高
峰，在藝術領域取得了非凡成
就，備受同儕和後輩尊崇；先生
對國家、民族情感深厚，早年積
極投身海外僑胞抗日救國運動，
定居香港後，為促進香港與內地
的文化交流、推進「一國兩制」
事業發展、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做

出了重大貢獻。
謹致沉痛悼念，望節哀珍重！
中央人民政府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主任
王志民
2018年9月12日

「佛系」政策難安老 何啟明促制策幫長者

工聯促監管安老業撥款用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人
口老化問題愈趨嚴重，如何令長者退休
後安享晚年成為一大難題。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何啟明昨日指，特區政府及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處理長者福利政策
態度「佛系」，促政府積極計劃如何運
用現有資源，讓長者退休後能安享晚
年。
何啟明昨日接受電台訪問，談及對施
政報告中社福政策的期望時，直指香港
整套退休政策在「漏水」，沒有全民退
休保障，仍未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加
上沒有劃一法定退休年齡。他批評，若
特區政府繼續「佛系」應對，將無法迎
合愈來愈多退休人士的需要。

指3億加薪運用欠透明 前線價屢見「低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政府早前撥出逾 3 億元改善安老院舍
職員薪酬待遇，但工聯會翻查勞工處招聘廣告發現，不少在資助院舍
仍然是以約 1.3 萬元月薪招聘，金額低於社會福利署所建議的水平。
工聯會指，不少工人都反映僱主未有因為相關撥款而調整他們的工
資，期望政府可以提高新增撥款使用的透明度，並加強對獲資助院舍
的監管。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早前表示，
個人照顧工作員的薪酬每月已經加

了約 2,000 元，中位數接近 1.9 萬元，但
工聯會發現，勞工處網頁上仍有不少資
助院舍以月薪約 1.3 萬元招聘，薪金比社
會福利署去年給予非政府機構一般職的
薪級表所建議的 1.4 萬元低，至於在私人
院舍工作的從業員月薪更可能只得 1.1 萬
元至1.2萬元。

質疑1.9萬元中位數不符實
醫院診所護理業職工會理事長潘惠賢
指，政府雖然撥款改善從業員薪酬待遇，
但指工聯會近日接獲多名會員反映，僱主
未有為他們加薪。她並質疑羅致光所提及
的1.9萬元月薪中位數準確性，指1.7萬元
已經是不少院舍的頂薪點，獲該工資水平
的從業員均已工作逾10年。
潘惠賢並反駁業界指招聘有困難的情

況，反對引入更多外勞，指有居於屯門
的求職者到區內安老院舍見工，但竟被
轉介應徵位於香港仔的院舍，批評有關
做法不合理。她又表示僱員再培訓局等
機構每年培訓大批護理業從業員，部分
中介的員工名單亦有逾萬人，認為政府
可協助院舍直接聘用相關人員。

促檢討「整筆過撥款」機制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唐賡堯認為，
工資不吸引及工時長等都是安老業現時
請人難的主要原因，批評部分院舍以每
年簽約的方式聘用員工，以減少員工福
利開支。香港社工及福利人員工會副主
席陳義飛並特別提及「整筆過撥款」的
做法，指部分機構未必有全數運用撥
款，令員工未獲應得的薪酬。
工聯會要求政府即時檢討「整筆過撥
款」，改善「肥上瘦下」的問題，認為

■工聯會指安老院舍工資低是招聘困難原因。
提供合理薪酬可以吸引新人入行，前立
法會議員、勞工顧問委員會勞方代表鄧
家彪亦指出，安老服務相對其他社區服
務穩定，不會有太多新項目，「整筆過
撥款」所提供的靈活性對安老服務幫助
不及其他社區服務。

阿彪倡引樂齡科技減勞損

鄧家彪又指出，香港的婦女勞動力仍
有很大空間可以釋放，建議業界可以推
出彈性工時，以吸引更多人投入勞動市
場。他並期望業界可以引入更多樂齡科
技，舉例指新加坡的安老院舍近年亦開
始使用自動沐浴椅，認為科技可以減少
體力勞動及工傷事故發生，延遲員工的
退休年齡，紓緩人手不足情況。

一級，但在本月首星期就上升至 10.9%。
另外，大圍的指數亦由上月的 9.8%升至
11.5%。
食環署因應近日的本地感染登革熱疫
情而改善公佈安排，在今個月起分三個
階段公佈，包括兩次收回誘蚊產卵器並
完成實驗室培植，得出階段性指數後均
作出公佈，而第三階段公佈則為該月份
的分區指數，期望令市民更全面了解整
月的蚊患情況，適時採取相應的防蚊滅
蚊措施。

批政府拒「放水」

他指，不少嬰兒潮出生的市民將於 10
年後踏入 65 歲，港人的壽命愈來愈長，
惟特區政府不願增加經常性開支，採取
「小投入、小支出」的態度，「對於香
港養老的市民，我看不到政府會有什麼
特別措施幫助他們。」
何啟明表示，工聯會曾倡議為 60 歲至
64 歲的長者提供半價乘車優惠，吸引他
們重新投身社會，惟特區政府同樣
「say no（拒絕）」。
社會福利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亦認同，
相關建議可鼓勵初老外出及工作。他又
指，釋放勞動力需全方位政策配對，與長
者綜援是兩回事，建議取消將領取長者綜
援的合資格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5 區蚊患指數更新 灣仔北大圍惡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物環境
衛生署昨日首次公佈階段性的分區白紋伊
蚊誘蚊產卵器指數，灣仔北及大圍的指數
都較上月的指數有所上升，分別升至
10.9% 及 11.5% ， 兩 區 的 情 況 均 屬 第 二
級，反映白紋伊蚊滋生的情況略為普遍。
全港各區共設有 57 個誘蚊產卵器指數
監測點，食環署昨日首先公佈其中 5 個監
測點本月首階段的指數，當中蚊患情況惡
化最嚴重的為灣仔北，指數在上月只得
2.7%，屬白紋伊蚊滋生情況並不普遍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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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增工時彈性 助安老業吸才
對於特區政府研究放寬輸入外勞政策，以解決
人口急速高齡化及勞動力下降的雙重挑戰。何啟
明認為做法不合邏輯，因為本港安老業薪金無吸
引力，平均月薪僅約13,000元，當局應聚焦如何
釋放本地勞動力，例如增加工時彈性，以吸引本
地婦女兼職就業。

運署巡展 憶過去看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運輸署為慶祝成立 50 周年，昨
日起至 12 月中在多個地點舉行
巡迴展覽，讓市民更了解運輸
署的工作和未來發展方向。
巡迴展覽除回顧香港過去 50
年的交通運輸管理、策劃和服
務的變遷，還概述香港道路和
運輸網絡及基建設施的未來路
向，以及推動智慧出行的發展
方向。除展板外，部分展覽場

■運輸署
運輸署50
50周年巡迴展覽
周年巡迴展覽。
。

地亦會展出一個立體模型，展
示如何應用車內感應器以遙距
方式繳交隧道費及停車場費。
巡迴展覽昨日起至周日（16
日）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地面展覽
廳舉行，下月9日至12月中，將
依次在港鐵金鐘站 （近 D 出
口）、港鐵荃灣站入閘區大堂、
紅磡黃埔新天地時尚坊（第二
期）、港鐵彩虹站入閘區大堂及
政府總部一樓展出。

港區代表訪舟山紹興傾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紹興報道）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昨
日展開第三天的視察活動，分別在
舟山視察了中國（浙江）自由貿易
試驗區和浙江大學海洋學院，並赴
紹興了解當地的動漫產業和魯迅故
里等。由於代表團當中有不少教育
界人士，不少人都對浙大海洋學院
特別感興趣，有代表更即場與對方
探討合作的可能，希望為香港院校
的教授爭取更多研究交流的空間和
機會。
代表團昨日首站行程就到自貿試
驗區視察，了解當地如何以創新制
度塑造便利的營商環境，也參觀了
其商貿金融服務等。
代表團亦視察了當地的教育項目，
到浙江大學海洋學院實地感受這個
2009 年成立的學院的發展。現場所
見，海洋學院有不少「豪華」設備，
包括逾 3,000 萬元人民幣的起重機、
模擬海洋流體的水池等。由於代表團
當中有不少教育界人士，大家的討論
尤其切身熱烈，其中代表團成員、香
港科技大學副校長朱葉玉如更與浙江
大學校長助理、海洋學院黨委書記陳
鷹談到兩地院校的合作，陳鷹大讚科
大在有關方面的研究很有水平。

科大副校讚設施令人難忘
朱葉玉如表示，科大亦新設了海
洋科學學系，雖然目前該系的教授
數目不多，但該校認為這是重點發
展方向，所以大學會全球招聘此領

域的專家學者。也因為如此，她很
高興可以到浙江大學海洋學院看
看，大讚這裡的設施令人印象深
刻，相信科大的教授一定會很希望
和他們合作。
她續說，已和對方說過，未來會
與科大的教授一起來交流，而對方
亦已認識科大兩名教授錢培元和甘
劍平，「我即晚就會寫電郵給他們
（科大教授），講述今天見到的情
況，希望大家可緊密聯繫合作 。」
代表團副團長、公開大學校長黃
玉山指，海洋學是國家未來發展的
重要方向，必須有相應的海洋科學
和技術，浙大海洋學院針對重大海
洋工程，有合適的地理環境，亦充
分利用舟山群島發展的需要及資
■代表團視察E游小鎮，了解當地動漫產業。
金，成功「築巢引鳳」。
他續說，香港四面環海，發展海
洋科學最為適合，惟海洋考察需要
船隻，耗資甚巨，以香港資源難以
發揮成效，認為香港院校未來可考
慮與內地合作。

■代表團在三味書屋留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遍遊魯迅足跡
提筆嚐
「書卷味」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下榻《孔乙己》咸亨酒店

赴動漫基地試玩遊戲
代表團其後轉赴紹興，先到E游小
鎮視察其動漫產業，有代表更即場
試玩遊戲，並和遊戲開發公司內的
年輕人交流，了解他們的日常。
動漫產業以外，代表團還到了臥
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視察這個全
國 500 強企業的自動化運作模式。另
外，代表團去到紹興亦特別參觀了 ■代表團視察中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
著名作家魯迅的故里。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紹興是著名作家魯迅的故
里，去到紹興，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團當然也「跟着課本
去視察」。一眾代表走遍魯迅故居，包括魯迅
兒時遊玩的百草園、魯迅在書桌上刻了個
「早」字以警惕自己不要遲到的三味書屋等。
一眾代表在有關場景看得興致盎然，紛紛拍
照留念，不少代表更在三味書屋坐在案前提起毛
筆，感受一下當中的「書卷味」。雖然都是古舊
建築，但代表團成員顏寶鈴亦忍不住豎起拇指大
讚。

&

■代表團視察浙江大學海洋學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一眾代表停留於紹興，下榻的正是咸亨酒
店，有讀過魯迅《孔乙己》等著作的，相信對
此名字都不陌生，有關小說正以咸亨酒店為重
要背景。咸亨酒店原本由魯迅堂叔周仲翔在光
緒年間開設，一度結業。
至 1981 年，為紀念魯迅誕辰 100 周年，咸
亨酒店重新開張，現成為當地五星級的魯迅文
化主題酒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紹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