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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本會謹定於2019年 8月 17日

（星期六）晚七時正，於香港北角英
皇道438號富臨皇宮宴會廳，舉行
2019年度全體會員大會。

主 要 程 序
一、會務活動工作報告；
二、一年來的財政收支情況報告；
三、聘請下一年度核數師；
四、頒發2019年度中學文憑試獎學金；
五、其他動議。

此致
全體會員

謹 啟
2019年8月1日

港經濟不樂觀 政府多招支援
優化拓內銷市場資助上限增至300萬元 盼助業界渡難關

昨日陳百里出席一項活動後表示，
過去半年本的零售銷售數據、

貨物吞吐量、出口貿易數據均有下跌趨
勢，美國日前更宣佈向總值3,000億美
元的內地貨品徵收10%關稅，加上過去
兩個月的社會動盪，都令本零售行業
持續受到拖累。他希望各界人士能用理
性和平的方法解決矛盾。
陳百里指出，政府會分多個方向支援

業界，幫助商界共渡難關。中長期措施
包括，繼續優化「發展品牌、升級轉型
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BUD

Fund）和「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EMF）。

東盟十國營商港企合資格
他舉例，BUD Fund自去年8月起，

將資助上限由50萬元上調至100萬元。
同時，基金過往只限進軍內地市場的商
界人士申請，但經優化後，在東盟十國
營商的香企業也合資格申請。
他希望在立法會復會後，將基金的適

用範圍進一步擴大至與香簽訂自貿協
定的所有市場，並將進一步上調資助上

限至300萬元。
在短期措施方面，陳百里表示，特區

政府將會推出一些針對性措施 ，幫助
與美國有生意往來的商家，例如在企業
信用方面進行放寬處理，冀能解決業界
的財政周轉問題。
同時，政府已與信用保險局協調，提
供商家在付貨前後的承保動作，將融資
擔保額由原本的1,200萬元增至1,500萬
元。另外，政府會和商會及中小企保持
恒常會議，提供諮詢交流，及收集意見
加強對業界的經濟支援。■陳百里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余韻）天水圍東華
三院李東海小學女教師本年3月在校內墮
樓身亡，辦學團體設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
事件。委員會近日完成調查報告，認為事
件發生並非單一因素，而是多種相關因素
同時出現的結果，報告已提交至學校校董
會。東華三院回覆校董會將在下周四開會
審議報告，達至共識後會呈交教育局，期
望盡快向公眾交代。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教師林麗棠疑因工
作壓力墮樓身亡，事後有矛頭指向該校女
校長羅婉儀多番針對責難死者，包括在2
月底要求病重的林老師返校繼續工作及寫
悔過書。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事件獨立調查委員
會表示在周三（31日）完成調查報告，就
事件及其中所涉及的問題作出了解及檢
視，委員會在報告中已提出了多項建議措
施及方案。
委員會總結指，經過4個月來的調查，
透過會面和廣泛蒐集資料，對事件深入分
析後，認為事件發生並非單一因素，而是
多種相關因素同時出現的結果。委員會期

望校董會接納及切實執行報告內的多項建
議，以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並深信在
各方努力下，該校校務定能早日回復正常
發展。

李東海小學校董會下周審報告

東華三院同日就調查報告作出回應，強
調在調查工作期間，東華三院及學校法團
校董為確保調查委員會的獨立性和公信
力，一直全力配合調查，從不干預其調查
工作。

李東海小學法團校董會已按照章程規定
通知各校董，於下周四（8日）召開會
議，審議調查委員會報告，並將於校董會
達至共識後呈交教育局，期望可盡快向公
眾交代。

老師墮斃調查報告：多種因素所致

■回應中指，各校董將於8日召開會議，審議調查委員會報告。 東華三院回應截圖
■當日林老師在校內墮樓自殺死亡後，遺
體由仵工舁走。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在「一帶一
路」倡議下，香與「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的關係更加密切，其中伊朗伊斯蘭共和
國政府昨日正式通知香特區政府，香
特區護照持有人由即日起可免簽證前往伊
朗旅遊，最長可逗留當地21日。
本入境事務處發言人稱：「伊朗是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一帶一路』
倡議下，此免簽證安排會為香遊客帶來
更大的便利，並有助加強兩地在旅遊、文
化和經濟方面的聯繫。」連同伊朗在內，
已有共166個國家或地區給予香特區護
照持有人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踏入夏
天，又是登革熱和基孔肯雅熱高發期，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在過去一星期，香
共錄得4宗外地傳入的登革熱個案，今
年首8個月的累積個案按年增加86.7%；
另外今年至今中心共接獲6宗基孔肯雅
熱確診個案，全部均從泰國傳入。
今年登革熱的疫情較嚴峻，過去一星
期(即7月26日至8月1日)，衛生防護中
心錄得4宗外地傳入的登革熱個案，病
人於潛伏期內曾到柬埔寨（兩宗）、印
尼（1宗）和泰國（1宗）。另外，今年
首8個月香一共累積99宗個案，比去
年同期的53宗增加86.7%。這些個案全
部屬外地傳入，主要從泰國（18宗）、
印尼（17宗）和馬來西亞（17宗）傳
入。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登革熱在全球眾
多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為流行的風土病。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訊，部分亞洲國
家今年錄得的登革熱個案數目異常地
高，中心發言人說：「除一般措施外，
如從受登革熱影響地區回，應在14日
內繼續使用昆蟲驅避劑。若感到不適，
應盡快求醫，並告知醫生外遊細節。」

6宗基孔肯雅熱均從泰國傳入
另外過去一星期，衛生防護中心錄得

一宗基孔肯雅熱個案，病人於潛伏期內
旅居於泰國。而今年首8個月，累積錄
得6宗基孔肯雅熱個案，均從泰國傳
入。患者出現的病徵包括肌肉疼痛、頭
痛、噁心、疲倦和紅疹，關節疼痛通常
會使病人極為虛弱，並持續數日甚至數
星期。大部分病人可以痊癒，但個別病
人的關節痛會持續數月甚至數年。
中心發言人指出，登革熱及基孔肯雅

熱均是經蚊子叮咬傳播病毒的疾病，雖
然香未發現基孔肯雅熱的病媒埃及伊
蚊，但登革熱病媒白紋伊蚊則非常普
遍。這些蚊主要在白天叮咬人，高峰期
在清早和傍晚出現。
發言人呼籲公眾做好防蚊措施，包括

徹底檢查集水溝氣隔、屋頂雨水槽、明
渠及排水渠，避免淤塞；每星期至少一
次以鹼性清潔劑擦洗溝渠和排水明渠，
以除去可能積聚的蚊卵等。
戶外活動期間，穿着淺色長袖上衣和

長褲，並於外露的皮膚及衣服上塗上含
避蚊胺成分的昆蟲驅避劑。

香港文滙報訊（記者趙夢縈）香
是旅遊之都，每年旅客量以數千萬人次
計，但旅客住酒店難免會產生大量即棄
品，為環保帶來壓力。今年初，香成
立全球首個「旅遊業減塑約章」旨在提
升香酒店業環保形象，以承擔環保責
任吸引更多旅客入住。昨日10間成為
首批獲該約章認證的酒店，包括銀礦灣
度假酒店、木的地酒店以及宜必思香

中上環酒店等。
今年年初，浩洋青年商會與香城市

大學澳大利亞伍倫貢書院一同成立了全
球首個「旅遊業減塑約章」，希望藉此
提高香酒店在國際的地位和形象。5
月至7月期間，商會進行實地核證，評
選出10間香酒店，給予它們金銀銅3
個環保等級的減塑認證，其中銀礦灣度
假酒店及木的地酒店獲金獎，許多獲獎

酒店選擇以飲水機替代樽裝水，或減少
提供一次性牙刷，力求從源頭減廢。
6月至7月，商會又訪問了352名外

國旅客，結果顯示，雖然環保措施是旅
客選擇酒店時較少重視的環節，但如果
有第三方的環保認證，8成旅客都表
示，會增大他們入住酒店的誘因，大部
分旅客表示願意付更高的房價入住綠色
酒店。

10酒店首獲減塑約章認證

■10間酒店首獲「旅遊業減塑約章」認證，包括銀礦灣度假酒店、木的地酒店以及宜必思香港中上環酒店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夢縈攝

首8個月累積99宗登革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
府夥拍市區重建局推出的「優化
升降機資助計劃」，首輪申請已
於前日截止。據了解，計劃接獲
最少1,200個申請，涉及逾4,800
部升降機。第二輪申請將於下半
年展開，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
舜建議政府增加撥款，讓更多符
合申請資格的樓宇升降機納入計
劃內，長遠應涵蓋優化全1.3萬
部符合資格樓宇的升降機。
在為期4個月的「優化升降機

資助計劃」首輪申請接近結束
時，民建聯已了解各法團的情
況，發現該計劃的需求殷切，因
為香確實存在不少大廈仍使用
舊式升降機。

鄭泳舜促加碼
在政府即將展開第二輪申請之際，

民建聯建議政府為該計劃拆牆鬆綁，
包括把資助「加碼」，以優化全部
1.3萬部老舊升降機為目標，讓至今
尚未配備安全裝置的升降機提升其
安全水平，以減少舊式升降機的意
外，不要讓這個「都市炸彈」危害
到市民人身安全。
鄭泳舜同時建議，政府應檢視

現有升降機維修保養行業培訓工
作，機電署必須和業界攜手合
作，留住人才及吸納更多新血入
行，以應對未來維修的需要。
隨着私人建屋量放緩，期望業界
與政府以調動業內人手，以投入計
劃，增加優化升降機的數量；政府
應多做升降機維修與保養的宣傳教
育工作，對於符合資格仍未申請資
助的樓宇業主或法團，在今年下半
年展開第二輪申請時，政府及市建
局應多作宣傳推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文森)海關前日採
取行動，打擊售賣侵權卡拉OK播放
機，檢獲20套載有懷疑侵權歌曲的播放
機，估計市值約13萬元。
海關人員早前接獲版權持有人舉報，

指深水埗區有店舖以高價出售卡拉OK
播放機，懷疑載有未經版權持有人授權
的歌曲，並以高清、高音質和高容量作
宣傳。在版權持有人協助下及進行深入
調查後，海關人員前日採取執法行動，
在深水埗區掃蕩3間店舖，並搜查一個儲
存倉庫，檢獲20套卡拉OK播放機，每

套播放機內載有1萬至5萬首懷疑侵權歌
曲，售價由3,800至19,000元不等。
行動中，海關拘捕一名男店東及兩名

男售貨員，年齡介乎39歲至57歲。案件
仍在調查中。根據《版權條例》，任何
人銷售或為售賣用途而管有侵權物品，
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每件
侵權物品罰款5萬元及監禁4年。市民可
致電海關二十四小時熱線2545 6182舉
報，或透過舉報罪案專用電郵賬戶（cri-
mereport@customs.gov.hk）舉報懷疑侵
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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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即日起遊伊朗免簽證

海關檢20套侵權卡拉OK機拘3人

■海關打擊
售賣侵權卡
拉 OK 播 放
機，檢獲20
套載有懷疑
侵權歌曲的
播放機，估
計市值約13
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

早前公佈本港今年第二季的本地生

產總值（GDP）增長預估數字為

0.6%，為近10年低位，差過市場

預期。加上美國總統特朗普決定於9

月1日起，向總貨值3,000億美元的

中國貨品徵收10%關稅，加上近期

的社會動盪，多種不利因素正困擾

着本港經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

局長陳百里昨日承認，香港經濟現

狀不容樂觀，政府會從多方面措施

支援業界、共渡難關，包括優化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

市場的專項基金」，將資助上限由

100萬元，進一步上調至3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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