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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本港的
士服務的質素惹人詬病，香港的士業議
會的調查顯示，只有41.17%受訪乘客認
為的士司機遵守的士條例，包括不揀
客、不拒載、不濫收車資等；同時有約
75%受訪乘客表示，在路旁不容易截到
的士。議會促請政府推出指引，協助司
機在車廂內設閉路電視，一旦有濫收車
資等違規情況，也能「回帶」追究責
任。
自2017年5月起，香港的士業議會委

託香港恒生大學每季進行有關本港的士
服務素質的問卷調查。最新一季的調查
於今年5月進行，訪問1,200名的士乘
客，顯示今年上半年市民對的士服務的
整體滿意度平均為62.4分（滿分100），
屬滿意水平，與過往3次調查的平均63.4
分相若。

41%人認同的哥「守例」
受訪乘客認為，的士服務質素中最重
要的三大元素分別是司機遵守交通規

則、熟悉目的地及交通狀況、遵守的士
條例（如不揀客、不拒載、不濫收車資
等）。其中遵守的士條例一項，乘客整
體評分最低，平均得分 3.28 分，僅
41.17%乘客認同司機辦到。
另外，26.76%受訪乘客表示「在路旁
容易截的士」，評分也偏低。
針對上述情況，香港的士業議會主席

熊永達表示，業界會跟進改善現行的士
投訴機制，同時促請政府推出指引協助
司機在的士車廂內安裝閉路電視，對於
拒載或車資等糾紛可使用回放錄影追究
責任。他表示，該機制已在新加坡、泰
國等地實施，香港亦應該引進。
政府近期向立法會提交「專營的士草

案」，建議公開招標批准3個為期5年的
的士專營權牌照，起錶價為36元，比現
有的士為高；專營的士還提供召車手機
程式、24小時投訴客服及至少一種電子
支付方式等服務。是次調查中，約九成
受訪者對專營的士有良好期望，但僅有
約16%人有意乘搭。

對於專營的士，議會表示不看好，認
為現有許多的士車內環境已經很好，又
批評政府另起爐灶推出專營的士，無助

提升的士服務質素，並預料市民期望愈
高，失望愈大，相信專營的士的投訴率
或高於普通的士。

的士業促助裝車內cam「回帶」防濫收車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本港
每日平均有逾萬公噸都市固體廢物棄置
於堆填區，當中約20%為塑膠，但回
收率卻強差人意。環保團體「綠領行
動」昨日公佈一項調查發現，本港超市
內的蔬果貨架，約90%均以保鮮紙、
生果網、發泡膠托盤等塑膠包裝出售，
其中一間日式超市更是「逢果必包」，
整體表現較6年前的同一項調查更差。
團體要求超市立即停止不必要的包

裝，並盡快實施「無塑商品區」，讓未
來垃圾徵費落實後，市民可有選擇下減
少不必要的垃圾。
數字顯示，2017年本港平均每日有

2,124公噸塑膠棄置於堆填區，不過，
同年塑膠回收物料的回收率僅13%。
綠領行動繼2013年後，再於今年4月
至6月派員到不同地區巡查8間超市，
記錄店內芒果、番茄、蘋果及生菜等
10種新鮮蔬果的包裝情況。調查發
現，除了佳寶於9個樣本中只有1個有

塑膠包裝外，其餘超市均嚴重濫用塑膠
包裹蔬果，部分超市的包裝率更達
100%，整體「濫塑」情況比6年前的
調查更嚴重。
「綠領行動」高級公共關係主任王

珮芝指出，「包膠」除了不環保外，包
裹的塑膠亦會令水分積聚在蔬果表面無
法蒸發，容易造成蔬果發霉，縮短蔬果
儲存壽命。
她並指，菠蘿、椰子等本身已有良

好保護作用的硬殼，到本地超市後才再
獨立用生果網及保鮮紙包裹，既製造不
必要塑膠垃圾，也增加額外包裝人手與
物料成本。

環團促設「無塑商品區」
王珮芝續說，超市濫用塑膠包裝會

增加堆填區負擔，分解時更會釋出溫室
氣體甲烷，加劇氣候變化；發泡膠亦因
含大量空氣，不但長期佔據堆填區寶貴
的空間；就算回收，運輸成本亦非常高
昂，大大降低效益。「綠領行動」要求
超市實施「無塑商品區」，讓顧客可選
擇無塑膠包裝的貨物。

九成蔬果狂包膠 超市「濫塑」惡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周年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昨日在

香港中華總商會禮堂舉行，全國政

協副主席、國慶籌委會主席團執行

主席董建華主持會議。中聯辦主任

王志民應邀出席並發表講話，他指

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大

勢、是潮流，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共建「一帶一路」的深入推

進，相信香港搭乘國家發展的快

車，將與祖國內地人民共同譜寫新

時代宏偉篇章。

（王志民講話全文刊A11版）

香港同胞
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
立70周年籌
備委員會秘

書長蔡冠深昨日介紹，籌
委會今年將在紅磡香港體
育館舉辦兩場演出以慶祝
國慶，分別是10月2日晚
「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70周年文藝晚
會」，以及 10 月 3 日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
周年國慶青年音樂會」。
蔡冠深在籌委會成立大

會上介紹，首場晚會以
「心連萬里家國情」為主
題，將邀請廣大市民熟悉
的知名藝人聯同不同演出
團體，以音樂、舞蹈、歌
唱等形式，為觀眾獻上精
彩紛呈的節目表演，謳歌
國家70年來的輝煌成就。
第二場國慶青年音樂會

則以清新、活力為主調，
擬邀請廣受年輕人喜愛的
包括香港、內地及海外的
藝人，帶來充滿活力和動
感的表演，與香港青少年
歡度國慶。
兩場演出將安排在香港

及外地電視台、電台和互
聯網播出，讓更多香港市
民以至全球華人共同分享
國慶70周年的喜悅。
蔡冠深表示，今年是國
慶70周年，意義重大，籌

委會比往年投入了更多的資源，希望
為市民帶來更加精彩的表演，同時也
希望社會各界踴躍支持，大力贊助籌
辦經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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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會上發表題為《與偉大祖國同
行，共同守護法治、安定的美好家

園》的講話。他表示，每年我們都會在一
起共同籌劃香港各界國慶活動。今年是新
中國成立70周年大慶，國慶活動將更隆
重、豐富，意義也更加重大。他代表中聯
辦對國慶70周年籌委會的成立表示熱烈祝
賀，對參與國慶活動籌備工作的朋友們表
示由衷的敬意。
他回顧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所走過的發
展歷程和取得的一系列輝煌成就，指新中
國成立是國家由一盤散沙走向團結統一、
由積貧積弱走向繁榮富強的分水嶺，香港
的命運與之緊密相連。
他說，一個70年前連鐵釘、火柴、煤油
都不會製造的國家，如今能讓「嫦娥」奔
月、「天宮」飛天、國產航母下水，成為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製造業第一大國、貨
物貿易第一大國、外匯儲備第一大國、商
品消費第二大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特
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自信的中國日益走
近世界舞台中央，為人類進步事業貢獻了

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

祖國是港堅強後盾
王志民又指，新中國成立70年的光輝歷

程，也是香港與祖國共進步、同發展，實
現經濟騰飛的輝煌時期。香港回歸以來，
走上了同祖國共同發展、永不分離的寬廣
道路，祖國始終是香港發展的堅強後盾。
他列舉指，22年來，在中央政府的全力
支持下，香港先後成功戰勝1997年亞洲金
融風暴、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國際金
融危機三次重大衝擊，成功鞏固提升了國
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地位；22年來，

香港經濟持續保持繁榮發展，經濟總量較
回歸時翻了一番，年均增長速度在發達經
濟體中居於前列，連續20多年被評為全球
最自由的經濟體，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大
幅提升；22年來，中央堅定不移貫徹「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
針，香港納入國家治理體系，法治水平全
球排名從回歸前的第六十多位躍升至現在
的第十六位，香港同胞從受殖民統治到真
正當家做主，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權
利和自由。
他說：「撫今追昔，祖國內地能取得今

天的輝煌成就很不容易，香港能保持今天

的繁榮穩定很不容易，值得我們倍加珍
惜。新中國成立70年祖國內地和香港共同
發展的光輝歷程足以證明，安定祥和的社
會環境是我們繁榮發展的關鍵所在，是人
民幸福的根本保障。」

700人應邀任籌委會成員
據了解，今年共有來自全港20個界別近

700位人士應邀出任籌委會成員。昨日有近
百位籌委會委員出席成立大會，會上通過
了籌委會主席團名譽主席、主席團主席、
主席團顧問、主席團成員、正副秘書長及
各組正副主任人選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衛
生問題一直困擾香港各區，民建聯今
年曾先後兩次公佈社區衛生黑點及鼠
患情況。房委會最新文件顯示，已於
今年6月起在公共屋邨展開夏日清潔
行動，並預算額外增加約1,400萬元
開支推出多項額外措施，以減少各種
蟲鼠問題。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
席、房委會委員柯創盛昨日回應時指
出，1,400萬元專門用於應對鼠患和
蚊患的政策到位，但同時認為滅鼠、
滅蚊並非房署一個部門的工作，希望
各部門可重視社區衛生問題，真正做
到跨部門合作。
房委會昨日發出的文件，臚列出一

系列加強防治蟲鼠措施所實施的夏日
清潔行動，當中包括每日巡查公共屋
邨位於地下的垃圾房、垃圾站與雜物
站，確保垃圾桶已蓋好及沒有大量雜
物堆積；主動聯絡邨內的商戶及其他
業主一同進行防治蟲鼠的工作；並於
房屋署與食環署共同甄別的二十多個
重點屋邨進行額外措施；以及加強執
行屋邨管理扣分制，向違規住戶及商
戶扣分等。

柯仔讚房委即推清潔行動
柯創盛（柯仔）指出，全港公共

屋邨密集，居住人口眾多，房署的
滅鼠控蚊工作首當其衝。他對房委
會馬上推出夏日清潔行動表示讚許
和歡迎。
但他強調，清潔衛生工作必須跨部

門合作，切忌「頭痛醫頭，腳痛醫
腳」，各部門各自為政。

他續說，過往房署的前線部門均有針對蚊
患、鼠患進行季度性行動，但未有額外資源，
只能「睇餸食飯，做極有限」，因此今次額外
增加1,400萬元屬好事，房委會會監督有關資
源落到實處，令公屋居民可真正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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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創盛（左一）早前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
帆（左三）到公共屋邨視察衛生情況。

■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上，董建華（右五）、王志民（左五）、蔡冠深（右四）等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的士業議會促請政府推出指引，協助司機在車廂內設閉路電視，以防有濫收
車資等違規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夢縈 攝

■「綠領行動」要求超市立即停止不必要的包裝，並盡快實施「無塑商品區」，讓未來
垃圾徵費落實後，市民可在有選擇下減少製造不必要的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