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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市民盼最遲2020年垃圾徵費

政府納民意 停扣綜援金
年底前檢討成效再研究 羅致光重申65歲申領冇得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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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要求：
■ 大專或以上學歷
■ 中英文良好，能操廣東話、英語及普通話
■ 熟悉時事，對政治/社會議題有興趣
■ 具備潮流和話題的觸覺
■ 工作主動積極、性格外向，良好的溝通和團隊協作能力
■ 分析、表達能力強
■ 具備新媒體編採能力
■ 懂中文輸入法及攝影
■ 需夜班及不定時工作
■ 有相關經驗者優先
■ 高級職位需三年或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工作內容
記者：
■ 新聞採訪、人物訪問、專題採訪
■ 撰寫稿件
■ 有需要時須自行攝影及攝錄

編輯
■ 綜合、改寫、審閱稿件
■ 選取新聞圖片
■ 為稿件起標題及小題
■ 畫版，安排圖片及稿件位置

有意應徵者請提供個人簡歷，發送至電郵
hknewswenweipo@gmail.com，郵件標題註明應聘職位，及
附上兩篇親自撰寫的報道或文章。合即約見。
#申請者所提供資料將予保密及只用作招聘有關職位用途

誠聘港聞記者及編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昨日為醫
護人員舉辦簡介會，向他們介紹
新制定的培訓資源，以提高他們
對性小眾的認識和敏感度，約80
名來自不同醫護專業團體的代表
出席。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
德權在簡介會上致辭時表示，特
區政府一直致力促進不同性傾向
和跨性別人士的平等機會，以期
在社會建立共融、互相尊重和不
歧視的文化和價值觀，其中一項
重要措施是為特定範疇人員提供
按行業需要的培訓資源，以提高
從業員們對性小眾的認識和敏感
度。

臨床心理學家編制課程
培訓資源由社會福利署具備設

計和教授相關課程經驗的臨床心
理學家負責編制，內容主要涵蓋
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通用內容，
讓醫護人員認識性傾向和性別認
同的基本概念；性小眾關注的事

宜、所需的服務等。第二部分則是與醫護
範疇相關的內容，包括醫護人員服務性小
眾時可能遇到的情景、應對性小眾的技
巧，以及在處理複雜個案時尋求進一步資
料及意見的途徑等。
聶德權盼培訓資源會成為各醫護部門、

學院和機構的職前或在職訓練的恒常部
分，使醫護人員能為性小眾人士提供更適
切服務，「為社工、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及
教師而制定的培訓資源亦會陸續推出。」

設支援熱線年助逾2400人
他續說，除了編制培訓資源外，當局亦

一直推出不同措施幫助性小眾，包括資助
由東華三院營運的24小時支援性小眾電
話熱線「同．一線」，為性小眾及其家人
提供即時的支援、輔導和轉介服務，協助
他們紓解在生活上面對的困難及壓力。熱
線自去年1月成立以來，已為逾2,400名
求助人士提供服務。
局方亦積極向僱主推介《消除性傾向歧

視僱傭實務守則》，目前已有逾300間合
共僱用逾50萬名僱員的機構採納；及制
定涵蓋不同範圍的不歧視性小眾約章，讓
服務提供者自願採納。

羅致光指出，在自
力更生支援計劃

下對60歲至64歲人士
的要求，原本包括要
求申領人每兩個月找
兩份工、每兩個月跟
社工會面一次，連續3
次都不符合要求才會
被扣減 200元綜援，
強調該些規限已經較
其他年齡申請人的要
求寬鬆。他表示，當局正檢視現行特別津貼和
補助金的安排，希望年底完成，屆時可與「自
力更生支援計劃」執行情況一併考慮，政府認
為是否扣減綜援金可以暫時押後推行，至年底
再決定是否恢復有關安排。

無工作能力 不會要求參與
他續說，政府原定的措施只影響60歲至64
歲、健全有工作能力又領取成人綜援基本金
額、租金津貼的人士，他們亦受惠於最高
2,500元的豁免入息安排等。他重申明白60歲
至64歲人士求職有困難，並指如有關人士沒工
作能力，根本不會被要求參加就業支援計劃。
會上，建制派及反對派議員對政府的讓步仍

表示不滿，指受助人即使不被扣錢但每兩月被
逼去搵工，等同迫長者去工作，繼續要求撤銷
調高長者綜援申領年齡安排。民建聯葛珮帆要
求直接取消提高長者綜援申請門檻，「這個
『補鑊計劃』未如理想，既然那200元都可以
擱置，為什麼不整個計劃擱置？重新思考，重
新去與民共議，才再返回議會討論呢？」

柯創盛不滿局長言論「離地」
民建聯議員柯創盛批評羅致光言論「離

地」，「局長『象徵式』、『120歲』的講

法，全城都譁然『鬧爆』，若你不『離地』，
可否將計劃擱置，再去處理呢？」
社福界邵家臻批評政府「朝令又錯，夕改

又錯」，認為政府亂了章法，認同其他議員
提出，要擱置調高長者綜援年齡作整體檢
討。對於議員要求撤銷調高長者綜援申領年
齡安排，羅致光在會上只多次重申「沒有任
何打算」。
羅致光於會後補充，政府決定暫緩有關安

排，是政府聽到市民或議員的意見，可以吸納
的都會吸納。被問到為何不同樣擱置調高長者
綜援申領年齡時，羅致光回應指有關政策修訂
遲早要做，現在是適合時間。對於暫緩扣減
200元的安排，在什麼情況下會重啟，羅致光
指當局會於未來一段時間留意60歲至64歲組
別人士參與就業計劃的情況，相信可協助判斷

日後是否重啟象徵式扣錢的安排。

工聯請願促優化綜援計劃
另外，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於會前到立

法會外請願，反對調高申領長者綜援年齡的
安排，並要求政府檢討及優化現有綜援計
劃。他們批評政府在未有足夠諮詢、支援和
市場未有足夠職位空缺和就業保障下，貿然
調高申領長者綜援的門檻，令人難以接受。
他們同時要求當局將不同津貼及特別補助的
領取範圍擴展至不同類別的綜援受助人，例
如60歲至64歲受助人缺少的牙科、眼鏡和特
別生活津貼。
社委並建議當局考慮社會結構轉變，增訂

手提電話費津貼等其他必需家庭開支的項
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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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反對長者綜援申領年齡提高至65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近年紅磡及土瓜灣等多區
出現旅行團逼爆現象，近期土
瓜灣區居民反應尤其大。勞聯
成員會香港導遊總工會昨日指
出，當區居民怨氣沖天，旅遊
業前線從業員不論導遊或司機
均成為磨心，其中有導遊於帶
團時被居民粗口責罵，甚至遭
人投擲水彈洩憤；因此強烈呼
籲政府盡快正視旅遊產業出現
的失調現象，與香港旅遊業議
會協調業界對旅遊業的規劃及
管理。總工會強調，反對一切
限制遊客數量的措施，因只屬
治標不治本，亦會影響逾27
萬名旅遊業從業員的生計。

土瓜灣便利成旅團最愛
香港導遊總工會理事長黃嘉毅指出，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香港旅遊業突
飛猛進，土瓜灣、紅磡、尖沙咀亦逐步
發展為九龍區旅遊圈，旅遊住宿、旅遊
購物、旅遊娛樂等資源都相對集中在這
一帶，再加上碼頭、維港遊等特色旅遊
活動進一步鞏固紅磡、土瓜灣作為熱門
旅遊點的角色，因此不少旅行團都喜歡
把行程編排到土瓜灣。
他續說，時至今天旅遊資源相對成熟

及聚集的九龍區仍是旅行社及旅客的首
選，加上政府與旅發局大力推動旅遊
業，訪港旅客人數激增，隨之出現迫爆
現象，前線導遊及司機等從業員卻無奈
成為逼爆問題的磨心。

居民遊客齊鬧「逐客」治標不治本

他指出，總工會收到多名導遊反映曾
經在土瓜灣工作的苦況，例如帶團時被
居民粗口責罵，甚至遭人投擲水彈洩
憤；遊客亦因為土瓜灣各種行程的等候
時間長而指責導遊。而在旅行高峰期，
大量遊客在馬路旁等候旅遊巴，導遊因
而被迫到馬路上勸導遊客，造成險象環
生。黃嘉毅指以上種種問題，令導遊飽
受千夫所指，失去工作尊嚴及面臨巨大
的人身安全壓力。
工會對導遊和旅遊巴司機成為事件的

磨心和居民的發洩對象感到十分無奈。
惟鑒於工作守則、服務條款及旅遊保險
的要求，導遊在行程安排上面並無主動
權，需謹遵行程帶團。
工會認為因迫爆問題而「逐客」只屬

治標不治本，應做好短中長期規劃，才
有機會達至社會共贏。
勞聯勞工界立法會議員潘兆平指出，

旅遊業是香港4大產業之一，2013年至
2017年間平均佔本地生產總值4.9%，就
業人數約27萬，亦為推動飲食、零售的
其他產業貢獻，為基層市民製造大量就
業機會，限制旅客不符合香港好客之都
的形象，勢必打擊香港經濟及阻礙持續
發展，政府有責任因應各區旅遊的承載
量與旅議會及旅行社作出協調。

增特色餐飲行程 疏導熱門地區
總工會建議短期而言，政府應盡快與

旅議會及業界協調一些「急救」的特色
餐飲行程、景點，如鯉魚門、西貢、新
田購物城等，疏導迫爆地區旅行團的數
量。中長期而言，總工會認為政府應做
好郵輪碼頭等規劃，研究各新景點的接
待能力、配套及吸引力，減少旅遊擠迫
對居民的滋擾之餘，亦能進一步推動香
港經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早前政府向立法會提
交《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條例草案，計劃於2020年
全面實施垃圾徵費。新論壇近月透過音頻電話，隨
機抽樣成功訪問1,233名市民，調查發現，近半受訪
者表示支持徵費計劃，並認同計劃有助減少家居垃
圾，近六成受訪者希望計劃能在2020年或之前實
行。

68.7%指有助減少家居垃圾
新論壇昨日公佈調查結果，調查發現，有68.7%

受訪者認為「垃圾徵費」對於減少家居垃圾「有幫
助」，有28.3%認為「無幫助」。被問到自己會否
因為「垃圾徵費」而減少家居垃圾，有44.5%表示
「會」，27.5%表示「不會」。有77.5%受訪者表

示，如果大廈引入回收廚餘系統，在棄置垃圾時
「會」將廚餘分開處置並進行回收。新論壇副召集
人鄧咏駿表示，反映多數受訪者認同引入垃圾徵費
計劃後，將對減少棄置家居垃圾起正面作用。
可是，有部分受訪者對「垃圾徵費」的收費和執
法表示憂慮。對於目前的徵費水平，有42.8%受訪
者認為徵費水平「可以接受」，另有41.6%受訪者
認為徵費水平「唔可以接受，因為太高」。
對於執法問題，有58.5%受訪者「擔心」執法人

員難以發現違法丟棄垃圾的人，僅有17.4%表示
「不擔心」。
另外，有49.7%受訪者認為1,500元的罰款水平
具阻嚇力，有20.8%認為缺乏阻嚇力。至於會否選
擇舉報違法丟棄垃圾事件，29.8%受訪者表示

「會」舉報，28.7%受訪者表示「唔會」舉報。

陳捷貴：政府應完善配套實行
部分受訪者雖然對計劃抱有憂慮，整體來說，有

近半數受訪者(48.9%)支持計劃，有24.4%表示不支
持。對於計劃實施年期，只有24.4%受訪者認為
「2020 年實施係太快」，20%受訪者認為「2020 年
實施係太慢」，有40.7%認為「2020年實施係適
中」。換言之，60.7%受訪者認為「垃圾徵費」應最
遲於2020年實施。曾在2016年至2017年舉行垃圾
徵費先導計劃的中西區區議員兼121C回收社主席陳
捷貴表示，民意反映多數市民支持「垃圾徵費」，
政府應完善配套，依期落實計劃。
新論壇認為，大部分市民均有意慾參與回收，可

惜現時全港的廚餘及其他資源回收配套仍有待完
善，政府應盡快落實條例承諾的回收配套；針對部
分經濟有困難人士，政府可考慮提供額外的補貼，
以減少公眾的疑慮。

■羅致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攝

■勞聯成員會香港導遊總工會強烈呼籲政府盡快正視旅遊產業出現的失調現象。

■新論壇民調顯示近半受訪者表示支持徵費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