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建宗：毋須引特權法查沙中線
已具有效機制處理 先讓獨立調查會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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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 新
春將至，不少市民與旅客均會利用
陸路口岸到內地旅行或探親，其中
最新開通的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是其中一個過關熱點。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日前到訪口岸，了解其公共
交通安排等的運作情況；其後她又
到訪青衣的巴士總站，向巴士公司
員工拜個早年。
林鄭月娥前晚在其facebook專頁

發帖，指當日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陳帆到訪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了
解口岸的公共交通安排、售票設
施、商舖與餐廳的運作情況。
林鄭月娥一向關心公務員的工

作，故她同時探訪了在口岸工作的
入境事務處與海關人員，感謝他們
在即將來臨的春節出入境高峰期，
繼續緊守崗位，為市民服務。
她透露，當日他們亦順道前往青

衣的巴士總站，與辛勤工作的站
長、車長拜個早年，祝福他們在新
的一年身體健康，出入平安。

香港文匯報
訊 （ 記 者 文
森)昨日是年廿
八，不少市民
跟隨新年傳統
習俗，為家居
「洗邋遢」，
工聯會屬會商
業機構及家居
服務從業員協
會提醒市民，
清潔家居時要
留意不要將清
潔 劑 「 亂
溝」、留心久未開關的窗戶，以及工作時
必須截斷電器的電源等，以免造成危險。
工聯會網上節目《工聯熱話》，每集均

會邀請不同嘉賓如行業工友、工會成員、
社區人士、團體代表等，與大家討論城中
熱議的社會話題，為打工仔發聲。趁新春
將至，節目邀請了商業機構及家居服務協
會榮譽會長周桂英，向市民介紹為家居進
行大掃除時需要注意的地方。

抹窗須留神 不要「夾硬」開
周桂英指出，抹窗是最危險的清潔工

作，因為有時需在高空進行，又或將身體
伸出窗外，如墮下將非常危險，必須小心
謹慎。如果不是經常開關的窗戶，清潔時
要特別留心，不要「夾硬」將其推開，以
免窗戶墮下危害他人。
她續指，清潔時必須將電器的電源截

斷，以免不小心觸碰到電掣致誤啟電器，
造成危險。
同時也不應將不同的清潔劑「亂溝」，

如通渠劑不要混和漂白水，避免產生化學
作用，令人不適。
她又向大家提供一些清潔家居貼士，包
括清潔洗手盆時可以使用梳打粉，通渠時
可將冰倒進馬桶再沖水，效果均不俗。
而抹窗時除利用清潔劑，亦必須使用乾淨

的抹窗布和水，「唔好將抹完其他嘢嘅布用
嚟抹窗」，否則污漬會黏回玻璃窗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近年自助
洗衣店成行成市，當中不少是以特許經
營模式開設，加盟商支付數十萬元加盟
費後，授權商負責提供店舖裝修、機
器、維修等。數名加盟商向經民聯立法
會議員梁美芬投訴，指授權商沒兌現市
場推廣的承諾，又不允許店主隨時查
賬，開業至今大部分每月虧蝕萬餘元，
由於合約期為 5年，因此「唔做都唔
得」。梁美芬表示香港無專門法例監管
特許經營權，而特許加盟已成時下流行
創業方式，呼籲立法完善規管。
該自助洗衣店的加盟店已多達四五十
間，遍佈港九各區。多名加盟商昨日表
示，他們在一個創業集團找到該合作項
目，承諾支付約30萬元加盟費後可使用5
年專營權，其間每月支付3,000元行政
費，包括機器保養和維修、市場推廣

等，此外還需支付800元八達通公司費
用。

須另繳費查八達通記錄
由於自助洗衣店收費只設八達通支

付，每天收支情況只有總公司知道，總
公司會每月給各加盟商收支報告，簡單
列明全月收入，以及行政費、八達通
費、洗衣液費等支出情況。這些加盟商
承擔舖租和各項支出後，大部分每月虧
蝕逾萬元。他們要求授權商提供八達通
原始交易記錄查賬，授權商則要求額外
支付380元查冊費才可提供。若想中止合
約，又需補足合約期餘下四年多的行政
費，以及可能需支付巨額違約金。加盟
商們投訴總店存在賬目不清、亂收費等
情況，而且根本沒為他們店舖賣廣告。
但加盟商們拒絕透露授權商名稱。

一名姓陳店主表示，她有意加盟後與
授權商見面，先簽署一張僅一頁紙的臨
時合約，支付約15萬元的一半加盟費
後，開始找店舖籌備開店。由於必須一
年內開店，否則視為違約，加盟費不予
退還，待店舖籌劃、裝修後準備開業，
授權商始出示8頁紙的正式合約，當中包
括很多單方面保護授權商的條款。陳小
姐想仔細看看、考慮下再簽，以及提出
修改當中她認為不公平的條約，但均被
拒絕，由於害怕已支付的加盟費無法收
回，只好「頂硬上」。現在每月虧蝕萬
餘元，下班後還要去店裡清潔，心力交
瘁。

洗衣機屢壞拒受理
另一名店主「阿寶」表示，開店後客

戶逐漸累積，收支情況改善，但大半年

後洗衣機頻頻故障，導致客戶流失。他
要求授權商維修，總是一拖再拖，來維
修的師傅亦敷衍了事，維修後用不了幾
天即再度損壞，他只好自費另找師傅，
發現是裝機時設計出問題，比如排氣管
應用硬管而非軟管，亦不能拐那麼多彎
影響排氣；由於機器和管道都是固定
好，無法更改，他與授權商屢次交涉，
均不獲理會。現時每月舖租、授權商各
項收費需3萬多元，而經營收入僅約兩萬
元，長期虧蝕無計可施。

梁美芬促立法規管
梁美芬表示，香港雖然是自由市場，

但大部分加盟商都出現經營問題，顯示
對加盟商的保障不足。香港在特許經營
上面的規管為空白，無論制度、政策、
法規均無專門的規定。相比之下，全球
很多國家和地區，包括內地和英美等，
都已立法規管特許經營，如英國用行業
協會的方式來管理，一有投訴會即時公
佈。美國多個州份設有專門特許經營
法，內地亦有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對合
約雙方均有明確規管。她說：「這些加
盟商遇上授權商賬目混亂、盈利分賬方
式不清晰，濫收費用等問題時，政府部
門和消費者委員會都無意介入，令他們
孤立無援。香港在這方面遠遠落後於國
際，政府有必要研究加以規管。」
她呼籲年輕及退休人士創業，一定要

慎重，加盟前做好準備，了解授權商的
公司背景、財政狀況，更要仔細閱讀合
約，如對條款有任何疑問，應尋求專業
法律意見，不要輕易簽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預計年底
退休的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昨日出席電台
節目，講述2018年罪案情況。他表示去
年香港整體治安持續改善，整體罪案共
54,225宗，較前年下跌3.2% ，為1974年
以來新低，但詐騙案卻按年急升18%至
8,300多宗，其中社交媒體及網上情緣騙
案，涉及金額達破紀錄的9.5億元。他提
醒公眾，街頭劫案涉及一千幾百，但一
宗網上情緣就可以過億，即使拘捕集團
主腦也未必能取回錢。
盧偉聰說，網上情緣詐騙案騙徒大部

分不在香港，並要借助海外執法機構，

這些騙案主腦被捕後亦在當地審訊，不
會移交香港審訊。針對騙徒手法層出不
窮，他呼籲市民一旦懷疑遇到騙徒，一
定要提高警覺，詢問家人或朋友意見之
餘，也可致電警方防騙熱線18222查詢。

若警員犯案「一個都唔放過」
對於去年有45名警務人員干犯罪行被

捕，較前年增加55%，盧偉聰表示數字
亦只佔警隊百分之零點一五，指即使是
最健全的團隊都有害群之馬。
他說，「我覺得很傷心和很痛心，我

們是警察，為什麽變成賊呢？」

他強調一定不會姑息害群之馬，若發
現有警員違法，「一個都唔放過」。
對於有市民質疑警方犯案的數字上

升，盧偉聰強調，每年約有3萬名市民涉
案被捕，但警方從來不會就職業作分
類，只是警員犯案時，警方會主動公佈
而有此觀感，他指會為警隊各部分作不
同訓練，包括誠信訓練。
就港鐵沙中線紅磡站工程問題，盧偉

聰表示，暫未收到有施工記錄缺失問題
的報告，若收到定作全面調查。
他又指，警方調派專隊調查沙中線剪
短鋼筋問題時，會優先揀選有工程學學

士背景的警員加入專隊，也會尋求其他
工程學或專業意見。
盧偉聰指，本港整體破案率一直維持

在 45%左右，破案數字較以往輕微下
跌，主要因為大部分網上騙案和電話騙
案的騙徒都是來自外地，要依靠跨境執
法部門提供協助，方可成功破案，惟過
程較複雜，加上不少報案人在騙案發生
後的一段時間才報案，難作追查。
盧偉聰表示今年底將退休，暫時未想

到之後做什麼，又說自己加入警隊35
年，會先放假，看看是否適應，但沒想
過加入私營機構。

張建宗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
示，由法官夏正民領導的獨立

調查委員會已進入總結的階段，而
鑑於近日爆出沙中線大量施工文件
缺失，行政會議會盡快討論擴大委
員會的職權範圍，相信是勢在必
行，現階段毋須引用《立法會（權
力及特權）條例》調查，因現時已
有有效機制跟進工程。

行會勢擴委員會職權範圍
對於工程接連出現問題，張建宗
形容是「不幸」，強調政府會嚴肅
跟進此事，亦認為港鐵有責任做好
監管工作，在此事上是責無旁貸。
他又指社會應該向前望，重點應放
在將來如何避免同類型事件發生，
相信直到本月底調查委員會向行政
會議提交中期報告時，會有更明確
的方向去跟進工程中出現的問題。
對於有反對派議員稱以特權法調
查事件有「補足作用」，張建宗強

調事件現時已交獨立調查委員會處
理，認為如再以特權法調查是「架
床疊屋，意義不大」，呼籲大家應
先給予調查委員會空間及時間，讓
他們先完成工作，而委員會現階段
仍在進行調查，目前不宜談論太
多。

暫不宜揣測通車時間
至於沙中線需延誤多長時間、何
時能夠通車，他認為目前不宜揣測
沙中線何時可以通車，強調「安全
第一」，現時應先確保沙中線的結
構、操作安全，不應設下「硬指
標」，訂立通車時間或局部通車時
間，強調不能容許因早通車而安全
不達標。
張建宗又形容，去年通車的廣深

港高鐵香港段及港珠澳大橋，以及
上月初通車的中環灣仔繞道，這三
大交通基建皆在去年落成，是「運
輸的豐收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港鐵沙

中線工程屢爆醜聞，最新更爆出大量施

工文件缺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出

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政府會嚴肅跟進此

事，行政會議會盡快討論擴大沙中線紅

磡站工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相信是勢在必行。他強調目前已有有效

機制處理，立法會議員毋須提出引用特

權法調查，否則是架床疊屋、意義不

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長者綜
援的申領年齡上調至65歲引起社會回
響。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重申，政策
的理念是釋放「少老」勞動力，沒有刁
難長者的用意。他承認政府在落實執行
上可做得更好，期望日後推行民生政策
時，會考慮落實的細節及全面檢視，以
用家角度作「現實測試」，確保政策落
地時利民便民。

收緊「長綜」釋勞力非刁難
張建宗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重申，調

高長者綜援申領年齡並沒有刁難長者的
用意，指如長者有困難及足夠理由，不
會強迫工作能力不足的60歲至64歲長者
工作。他解釋，當局只希望為有工作意
慾，卻欠缺門路和裝備的「少老」提供
配套。
對於「關愛共享計劃」被指內容及手

續繁複，他指計劃涉及稅項等複雜事

項，一般市民未必能即時掌握，如正在
領取社會福利現金援助的長者，政府早
已補足4,000元的差額，但由於資訊不
足，令他們仍然去領取表格。他認為雖
然政府政策清晰，但解說不足。

由基層出發推新策
張建宗指出，以往是由政務司司長領

導的政策委員會釐定民生政策的定位，
日後在處理大型民生政策或跨局合作的
項目時，會考慮落實的細節及全面檢
視，以用家的角度出發，作「現實測
試」，以及加強與政黨的溝通，確保政
策落地時利民便民。
他又透露政府不久會推出新政策，出

發點會是「當自己是一個最基層、基層
的市民，最弱勢的市民，可以如何取得
服務作為出發點」。至於新政策的內容
如何，張建宗就賣個關子，指日後就會
再透露詳情。

工聯貼士「洗邋遢」
清潔劑勿「亂溝」

網騙難查涉款巨 一哥籲提高警覺

■林鄭月娥前往青衣巴士總站，向站長和車
長拜個早年。 林鄭fb圖片

特許洗衣店涉「混賬」加盟商月蝕逾萬

用家角度量政策 盼更貼地惠民生

■梁美芬偕苦主召開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自助洗衣店近年成行成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周桂英（前左）提醒，
市民不應將不同的清潔劑
「亂溝」，免生危險。

工聯會fb圖片

■林鄭月娥與陳帆到訪港珠澳大橋香港口
岸。 林鄭fb圖片

▲▶張建宗表示，暫不宜揣測沙中
線通車時間。圖為紅磡站施工地
盤。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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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視察大橋口岸運作。林鄭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