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活」大掃除 時薪擬加 元
再培訓局稱反映通脹 愈近歲晚愈缺人手或再加價

王志民仇鴻出席東亞銀行成立100周年誌慶酒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1月2日
晚，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副主任仇鴻在香港
會展中心出席東亞銀行成立100周年誌慶酒
會，並與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英，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特派員謝鋒，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東亞銀行主席
兼行政總裁李國寶等共同主禮儀式。香港政
商界人士逾4,000人參加酒會。

特首盼東亞抓「帶路」灣區商機
林鄭月娥在致辭中表示，香港銀行業及金
融服務在環球市場上取得卓越的信譽，東亞

銀行對此貢獻良多。未來希望

東亞銀行抓住「一帶一路」及大灣區建設為
香港金融業帶來的巨大商機，發揮好自身在
金融科技方面的優勢，繼續興旺發展，與香
港繁榮共進。

李國寶闡述東亞經營理念
東亞銀行主席兼行政總裁李國寶在致辭中

回顧了東亞銀行百年發展歷程，闡述了東亞
銀行的經營理念。東亞銀行成立於1918年。
經過100年的發展，該行已成為香港最大的本
地銀行，並已在全球設立近200個分支機構，
僱用員工近1萬人。
在內地，東亞銀行是首批獲准註冊成立的

外資法人銀行之一，目前已在44個城市設立
了超過110家分支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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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掃除建議收費

地區

港島及離島

九龍及新界

註：最少工作3小時 僱主需提供清潔用具及用品

■資料來源：僱員再培訓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1月25日前收費

$125

$115

1月26日
至2月4日收費
$140

$130

■主禮嘉賓
合影。
中聯辦網站

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水務署早前
進行「供應循環再用水作非飲用用途」公眾
諮詢，並於去年12月17日結束。水務署署
長黃仲良昨日表示，公眾普遍支持發展循環
再用水，該署會因應石湖墟污水處理廠將提
升處理能力，率先將北區內污水加工處理生
產再造水，冀由2022年起逐步向新界東北
地區供應再造水，取代食水沖廁。
本港現時主要用鹹水沖廁，覆蓋全港約
85%地方，但如北區等部分離遠岸邊的地區
仍要用食水沖廁。
黃仲良昨日接受一個電台訪問時指出，

早前的公眾諮詢共接獲逾70份意見書，大
部分支持發展循環再用水，該署會因應石
湖墟污水處理廠提升至三級處理水平，率
先將北區內污水加工處理生產再造水以取
代食水沖廁。

年慳2%食水用量
他表示，水務署正在安達臣等新發展區發

展重用水，將從浴室、洗手盆、廚房洗滌盆
或類近設備收集的用水，及在屋苑或設施內
回收的雨水，再進行處理以作沖廁等非飲用
用途，並相信區內的生活污水已可支持沖廁
所需。黃仲良估計措施全面落實後，每年可
以節省2,100萬立方米食水，佔全港每年用
水量約2%。

新東北再造水沖廁
2022年逐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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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只
得13個月大的智愷患有極為罕見
的「限制性心肌病」，現時急需
換心續命，但香港移植學會會長
李威廉昨日卻指出，香港的器官
捐贈長期供不應求，小朋友要等
到合適器官更比成年人難，過往
不少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均
在等待過程中離世，呼籲市民進
行器官捐贈登記。
智愷是香港歷來最年輕需要公

開求心的病人，他現時正依靠外
置人工雙心室輔助裝置來維持生
命，但肝腎功能均已開始衰竭，
情況危急，必須找到O型血、體
重介乎8公斤至15公斤的屍心進
行移植才能續命。
不過，智愷可以成功覓得合適

心臟的前景並不樂觀。李威廉表
示，香港的捐贈宗數一向較少，過
往有不少病人均於等候期間離世，
加上捐贈者的體型要與受贈者相
若，所以兒童要找到合適的器官進
行移植較成年人更加困難，估計智
愷成功覓心難度甚高。

港從未有一歲病人做器官移植
香港器官捐贈行動組召集人周嘉歡補充，

過往器官捐贈者多為中風致死病人，但一歲
小朋友出現中風離世機會低，「香港過往從
未試過有只得一歲的病人接受器官移植」，
對智愷的情況感難過。
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登記人數至去年底

只得29萬人，相當於約全港人口4%，醫學
會及香港移植學會將於本月13日舉辦第三屆
「春耕行動」器官捐贈步行活動，參與活動
的市民要承諾邀請5名親友在中央器官捐贈
名冊中登記。
醫學會會長何仲平表示，器官捐贈的公眾

教育需要經過長年累月耕耘，期望活動可推
動器官捐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醫管局為了解公立醫院病人各方
面的需要，以進一步提升服務質
素，委託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
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在26間
專科門診診所進行病人經驗調
查，蒐集病人在專科門診接受治
療的經歷、感受及對服務的意
見。
醫管局發言人表示，是次調

查會以隨機抽樣方式，透過電
話訪問曾經於專科門診求診的
病人。調查涵蓋多個服務範
疇，包括服務便捷程度、環境
及設備、醫患關係和意見處
理。
發言人指出，調查工作原定

於去年12月完成，經檢討和優
化徵詢病人同意的程序及評估
進度後，需將調查時間稍為延
長，預期調查今年4月完成。

病人可隨時退出調查
發言人說：「曾於選定的26

間專科門診而被隨機抽樣的就診
病人，將會於4月前收到本局
（醫管局）的電話，邀請參與是
次調查。經病人同意後，本局才
會將其個人資料交予學院，學院
職員隨後會向同意參與的病人進
行詳細電話訪問。病人在調查過
程中提供的所有資料均會保密，
病人亦可按個人意願隨時退出調
查。」
醫管局呼籲病人積極參與是

次調查。發言人強調，醫管局非
常重視病人對醫院服務的意見，
而醫護人員必須充分了解病人需
要，才可不斷提升服務質素；病
人的意見將有助醫管局未來規劃
服務發展的方向和制定改善措
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統計處
昨日公佈去年11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
時估計為392億元，雖較2017年同期上升
1.4%，但相應升幅卻較10月時的6%大幅收
窄，其中「衣物、鞋類及有關製品」及「珠
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等多個分類均由
正變負。
政府估計零售業銷售的增長放緩或與中美
貿易摩擦及環球金融市場波動等外圍不確定
因素有關，但指本港旅遊業暢旺，認為零售
業短期內仍有支持。

11月零售總銷貨值升1.4%
本港去年11月份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
臨時估計為392億元，較2017年同月上升
1.4%，扣除價格變動後的升幅亦有1.2%。
不過，多個分類的零售情況由10月份的正
增長變成負增長，當中以「珠寶首飾、鐘錶
及名貴禮物」的惡化情況最嚴重，該類別的
零售數字在10月份錄得3.2%按年增長，但
11月份卻變成負增長3.9%。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邱安儀估計，珠

寶首飾及鐘錶等高消費品銷售情況變差主要
與中美貿易戰令人民幣貶值及本港樓市、股

市動盪有關。
中美貿易戰近日雖然有緩和跡象，但謝

邱安儀指最終結果仍未知道，對高消費品
銷售未感樂觀，認為現階段難以預測會否
延續。

高鐵大橋對零售業正面
不過，謝邱安儀指廣深港高鐵及港珠澳

大橋通車對零售業而言是好消息，兩項基
建均為香港帶來更多旅客，令一些民生用
品的銷售情況仍然理想，例如化妝品的銷
貨價值增長雖然有所放緩，由 10月份的
15.2%跌至10.1%，但強調數字仍然理想，
相信高鐵及大橋未來會繼續為零售業帶來
正面幫助。
政府發言人指出，近數月的零售業銷售增

幅有所放緩反映了中美貿易摩擦及環球金融
市場波動等外圍不確定性令消費情緒轉趨審
慎，但認為香港的就業及收入情況仍然良
好，加上訪港旅遊業暢旺，預料零售業在短
期內應會繼續有所支持。
發言人強調，政府會密切留意資產市場轉

弱及外圍環境的不確定性對消費情緒的影
響。

11月鐘錶珠寶零售增長正變負 就醫服務調查
醫局延長至4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在其首份施政報告為推動創科
列出八大方向，其中一項就是開放政府
數據，目的是為科研及創新以至發展智
慧城巿，提供原材料。政府資訊科技總
監辦公室（資科辦）昨日公佈，逾80個
政府政策局和部門已於去年底前發佈其
首份年度開放數據計劃，並於今年在
「資料一線通」網站（data.gov.hk）開放
逾650個新的數據集，免費供公眾瀏覽及
使用。
由林鄭月娥親自主持的「創新及科技
督導委員會」於去年9月敲定開放政府數
據的新政策。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

昨日指出，在新政策下，除非有涉及個
人私隱等合理原因，各政策局及部門須
致力在「資料一線通」網站開放數據予
公眾免費使用，並與公營及商業機構合
作探討開放具高公眾利益的數據方案。

為科研城市創新提供原材料
他表示，開放數據為科研及城市創新

提供原材料，所有經「資料一線通」網
站發放的數據均可供公眾免費瀏覽、下
載、分發、複製、列印和連結使用，以
作商業和非商業用途。
他補充說：「首年開放的新數據集超

過650個。到今年年底，『資料一線通』

網站上的數據集數目會由現時約3,300個
增加至近4,000個，增幅約20%。」
新增的數據集涵蓋不同範疇，包括與

經濟民生事項相關的數據、氣象實時數
據、地理空間數據、有助智慧城市發展
的數碼地圖、可提升城市管理的數據
等。
他續說，為提升數據的可用性，所有

在「資料一線通」網站上發放的數據集
均會按國際做法，一律以業界最普遍使
用的JSON、XML和CSV等機讀格式發
放。數據集亦會附加合適的註釋，讓公
眾較容易理解數據之餘，亦便利公眾以
網絡搜尋器搜索「資料一線通」網站的

數據集。
其他措施包括保留歷史數據，鼓勵政

策局和部門提供地理空間數據，開放更
多應用程式介面和適時更新數據。

公眾可隨時提意見及建議
各政策局及部門的網站和「資料一線

通」網站已設立專用的意見欄，讓公眾
可隨時就年度開放數據計劃及數據應用
提出意見及建議。
公眾除了可在各政策局和部門的個別

網頁瀏覽其年度開放數據計劃外，也可
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上找到全面清
單。

650個政府新數據集 可供商業用途

九龍和新界家務助理大掃除的建議時薪是
115元，港島或離島的服務會貴10元，

僱員再培訓局建議時薪為125元。
由於年近歲晚人手會較緊張，市民如果在
本月25日後，即年廿一開始，收費可能會再
加15元，即九龍及新界，與港島及離島的建
議時薪會分別升至130元及140元。

收費僅建議 勞資可協商
不過，每小時收費115元至140元只是僱員

再培訓局提出的建議，最終薪酬需由僱主及
家務助理自行商議協定，但僱主每次使用大
掃除服務必須最少聘用家務助理3小時，同時
須為助理購買勞工保險。

暫時已有700僱主登記
今年的「樂活一站」大掃除服務的建議時
薪較去年上調10元，為僱主提供免費中介
服務的僱員再培訓局指，加幅只是反映通
脹。
「樂活一站」經理陳雪琼昨日表示，暫時
已有700名僱主登記需要大掃除服務，預計今

個農曆新年合共會有4,000人登記，數字與去
年相若。
陳雪琼補充，整個「樂活一站」平台有約

兩萬名家務助理，暫時有約1,000人登記參與
服務，相信仍有足夠人手應付服務需求，但
亦提醒建議有需要使用服務的市民最少提早
一星期預約服務。
擔任家務助理11年的王雪梅表示，她於去

年農曆新年期間共接獲逾50份大掃除及恒常
家居清潔工作，帶來約17,000元收入，較平
日每月收入多數千元。
她透露，今年至今已接獲近50份大掃除及

恒常家居清潔工作，即平均每日要為3名僱主
大掃除，「 大掃除辛苦是必然的，但辛苦也
開心，因為我可幫僱主處理所有高難度清潔
工作。」
「樂活一站」 今年亦繼續提供煮團年飯及

製作賀年糕點等服務，煮團年飯的建議時薪
為110元至120元，服務包括購買食材及烹煮
餸菜等；至於製作賀年糕點服務建議時薪則
為100元至110元，助理會代購材料，再指導
僱主製作糕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距離農曆新年尚餘約一個月，不少市民開始為

年尾大掃除清理家居雜物而煩惱。僱員再培訓局的「樂活一站」今年繼續提

供大掃除服務，並已於昨日開始接受申請，但建議時薪則上調10元至最低

115元。由於臨近歲晚人手會較為緊張，僱員再培訓局提醒有意使用服務的

市民及早預約。

■「樂活一站」大掃除服務今年將建議時薪上調10元至最低
115元。 僱員再培訓局供圖

■智愷正等候合適心臟進行換心
手術。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