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根據一手樓條例，現時
首次置業人士如在「即興」
的情況下揀選物業，以及簽
立臨時買賣合約，但在簽約
後5天內後悔，不再簽立買
賣合約，仍會被賣方沒收相
等於樓價5%的訂金。有人
建議將一手樓銷售冷靜期由
現時5天延長至14天。消委
會主席林定國昨日出席電台
節目時表示，該條例過往已
存在很多爭議，但將一手樓
買賣冷靜期延長至14日不太
可能，並稱消委會對檢討冷
靜期持開放態度。
林定國表示，能夠明白坊
間對5天的一手樓宇銷售冷
靜期有意見，消委會對此持
開放態度檢視，但他認為需
要同時考慮修改冷靜期長短
的後果。他指出，現時售樓
程序較過去已有進步，例如
限制銷售手法、售樓說明書
及報價單內容等。
同一節目上，消委會總幹
事黃鳳嫺指，延長冷靜期有
機會令殺訂個案增加，其他
地區經驗顯示，若冷靜期較
長，殺訂(即沒收訂金)的個案
便會較高，故消委會要平衡

多個因素。
對於此前消委會推展的設

立美容健身服務冷靜期法
案，林定國呼籲立法會在本
立法年度通過相關法案。他
坦言，在現時政治環境下，
明白實現預期目標可能有點
困難，但相信有決心就可以
做得到。

長遠倡修《放債人條例》
消委會並建議檢討放債人

條例，由獨立機構處理放債
活動。林定國指，現時香港
的借貸文化下，借錢不再只
是應急，反而出現借錢為消
費的不良情況，社會需要正
視這個問題。
林定國希望長遠可以修改

《放債人條例》，「一些放
債人的經營模式或廣告內
容，令人感到借錢是一件容
易的事，亦沒有嚴格信貸查
核，令部分人為消費而借
錢。」
黃鳳嫺亦認同，目前《放

債人條例》已不足以保護消
費者，建議設置獨立機構及
發出行業指引，監管放債活
動，並須審視借貸人還款能
力。

安老長期缺人手
政府或研輸外援
安老服務人手不足

已困擾香港多年，專
業及護理相關職位都
存在人手短缺。根據
社會福利署今年初調

查，個人照顧工作員、家務助理員及
院舍服務員職級的空缺率均接近兩
成。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發
表網誌表示，政府於去年已增撥約3.5
億元的經常性開支，為業界加薪，同
時推出多項計劃認證和訓練從業人
員；未來如能確保本地就業，政府或
會考慮輸入外援。
社署曾在2013年、2017年及2019年

進行安老服務行業人手調查，空缺率逐
次提升，至2019年1月，個人照顧工作
員、家務助理員及院舍服務員職級的空
缺率分別為19%、18.9%及19.8%。

羅致光：3.5億元助員工加薪
羅致光指出，2017年度相對2013年
度的資助安老宿位有6.4%的增幅，但
資助在安老院工作的個人照顧工作
員，實際人數上沒有增加。在這段時
間，新聘人手僅足以填補流失人手，
未能應付新增的服務需求，員工工作

量增大。
因此政府於2018/19年度已增撥約

3.5億元的經常性開支，為資助安老、
康復服務等行業提供額外資源，用以
增加員工薪酬。截至今年2月，個人照
顧工作員、家務助理員及院舍服務員
各職級的平均薪酬（包括薪金及津
貼）均有所增加，較此前分別上漲
11.4%、8.9%及7.4%。
除增加薪酬外，羅致光表示，政府

已推出多項措施增加相關人手供應，
以及改善業界的工作條件和前景，包
括推出「青年護理服務啓航計劃」
（啓航計劃）、為安老服務業落實資
歷架構、推出為期5年的計劃全數資
助全港所有安老院的主管、保健員和
護理員修讀資歷架構認可的訓練課
程，以及提供其他培訓及就業服務。
對於未來安老行業增員的方向，羅

致光透露，政府明年將優化啓航計
劃，以加強吸引年輕人入行，有需要
時，亦會舉辦大型招聘會，及考慮為
資助安老及康復服務輸入境外照顧
員。但他強調，任何政策方向的前提
是必須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撤垃圾箱見效 市民更護郊園
逾八成人讚郊野垃圾減 僅36%人挺露營燒烤場地「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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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擬建3「永愛園」
安放未出生流產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
社會及經濟近幾個月持續受暴力衝擊
事件影響，不少企業經營困難，有些
要裁員、有些甚至要結業，政府已先
後推出多項支援措施。積金局主席黃
友嘉昨日發表新一篇網誌，指不少僱
主都認同員工的支持在這個時刻至為
重要，而僱主以額外強積金供款作為
員工福利，有助提高員工的歸屬感。
而去年僱主向僱員作出的額外自願性
供款，涉及金額逾百億，較2017年的
89億元增加13%。
黃友嘉在網誌提到，積金局上月舉

辦的「積金好僱主」5周年嘉許典禮，
有近500位熱心僱主參加，而每年的
得獎機構數目由首屆逾650間，增至
今年破紀錄的近1,400間，增幅超過一
倍。他又表示，僱主為員工的退休生
活作額外供款的情況，近年明顯上
升，去年全港共有16,100名僱主向僱
員的強積金計劃作出僱主自願性供
款，涉及金額逾百億，較2017年的89
億元增加13%，令超過35萬名僱員受
惠。
面對當前不明朗的市況，黃友嘉亦

鼓勵打工仔做好風險管理。除了定期

審視及按需要調整個人的強積金投資
組合外，按照個人的人生階段、投資
目標及可承受風險能力等因素，作出
合宜的投資配置。計劃成員應妥善將
退休資產分散投資，切勿過分倚重單
一市場或地區的基金。

「預設投資」跑贏同類型基金
對於不諳投資策略或無暇處理強積

金的打工仔，黃友嘉表示，可選擇符
合分散投資原則的預設投資策略
（「預設投資」），分散地區及資產
類別的風險，並以「隨齡降險」的模

式，以減低成員於接近退休年齡時所
要面對的風險。自2017年推出以來，
「預設投資」的表現一直不俗。截至
今年 9月底，「預設投資」旗下的
「核心累積基金」和「65歲後基金」
在過去一年的回報分別錄得3.4%和
7.7%，跑贏同類型的混合資產基金。
不過，黃友嘉強調，打工仔須明白

強積金是一項長達三四十年的長線投
資，其間難免經歷不同經濟周期，因
此毋須為市場表現反覆而過分擔憂，
亦不應嘗試捕捉和跟隨短期市場走
勢。

不過，同時只有36%受訪者支持移除露
營及燒烤地點的垃圾箱，因為露營和

燒烤會造成大量垃圾廚餘，不便帶走。
由綠色力量主辦，港燈支持的第二十七屆
「世界清潔日在香港」昨日在灣仔峽公園舉
行，今年的主題為「無痕行山」，除有港燈
義工參與清理山徑垃圾外，現場亦公佈
2019年《香港郊野公園垃圾調查》結果，
顯示2016年至2019年間市民對郊野保護的
意識有所提高。

郊遊垃圾 紙巾最多
調查於今年9月24日至10月7日以網上問
卷形式，成功訪問了377名過去一年內曾到
訪郊野並年滿16歲的人士。調查發現，最
多受訪者郊遊時製造的垃圾，依次是紙巾、
食物包裝和膠袋，分別佔 68%、65%及
47%，每人每次郊遊平均產生一兩件垃圾。
對比起2016年同類型調查，有較多受訪者
選擇將垃圾帶離郊野公園棄置，比率約上升
10個百分點。
綠色力量高級保育經理呂德恆表示，將垃
圾棄置於郊野垃圾箱有機會被吹到四周，或
吸引野生動物翻開垃圾箱覓食，因此將垃圾
帶離郊野是最好的做法。紙巾是產生最多的
垃圾之一，經調查發現只有兩成六受訪者會

用手帕代替紙巾，他認為累計數量不容忽
視，並提醒市民應從源頭減廢。

60%人不知郊遊加水站水機
雖然調查指超過八成受訪者認同移除垃圾

箱有效減少郊野垃圾，但卻只有36%受訪者
支持移除露營及燒烤地點的垃圾箱，因為露營

和燒烤會造成大量垃圾，尤其是廚餘，不便帶
走。除了移除垃圾箱，政府亦陸續在郊遊地點
增設加水站和水機，但有60%市民表示不清
楚設施的位置，呂德恆建議當局加強宣傳，鼓
勵市民自備水樽，減少購買樽裝水。
環境局副局長謝展寰出席活動時表示，郊

遊行山風氣盛行，但有市民為求方便，希望

「愈行愈輕」，所以會選擇將垃圾棄置在郊
野公園。他說，環境局近年加強倡導「山野
無痕」，希望郊遊的市民「自己垃圾自己帶
走」，保護生物多樣性，並實踐低碳本地
遊。漁農自然護理署和環境保護署先後推出
「走塑．郊野人」計劃，包括在郊野公園設
置加水站，推廣郊遊時自攜水樽，及「走塑

沙灘餐具先行」計劃，鼓勵減少使用即棄餐
具。計劃均得到市民熱烈響應，希望未來獲
更多市民支持。
調查結果發佈後，有港燈義工於灣仔自然

徑及寶雲道健身徑身體力行清理垃圾，並向
郊遊人士推廣「無痕行山」，呼籲市民共同
保護郊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曉瑩）

本港郊野垃圾問題持續受到關注，

郊野垃圾不但污染郊外環境，亦影

響野生生態。漁護署由前年開始移

除郊野公園遠足徑垃圾箱，根據昨

日公佈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八成

受訪者認同移除垃圾箱有效減少郊

野垃圾。對比2016年，市民將垃圾

帶離郊野棄置的比率上升約10個百

分點，結果令人鼓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生兒育女為不少父母帶來
喜悅，然而有些父母卻因種種原因而面對流產胎帶來的傷
痛。為改善流產胎安置辦法，政府已於今年4月在粉嶺和
合石設立首個安放流產胎設施，取名為「永愛園」。食物
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發表網誌透露，未來政府打算在
東區哥連臣角、沙田石門和北區沙嶺提供同類設施。
現時只要流產胎的父母向醫院提出要求，便可以領回流

產胎，並向食物環境衛生署或私營墳場申請土葬安放胎
兒。首個公營流產胎安放設施位於粉嶺和合石，已經在
2019年4月投入服務，名為「永愛園」，象徵永遠的關懷
和愛護。陳肇始透露，未來政府打算在東區哥連臣角、沙
田石門和北區沙嶺提供同類設施。
本港同時還有四個私營墳場（即荃灣華人永遠墳場、

歌連臣角天主教聖十字架墳場、道風山基督教墳場及哥
連臣角香港佛教墳場）提供安放流產胎服務，另有一跑
馬地回教私營墳場正在申請未來提供相關服務。

葵涌將設專用火化設施
另外有些父母希望火化流產胎，甚至流產胎在無人領回

的情況下仍能得以妥善處理。陳肇始表示，食環署將設置
供流產胎專用的火化設施，選址在葵涌火葬場附近。項目
還包括供撒放流產胎骨灰的花園、悼念活動室，以及電子
悼念屏幕。
對於近年逐漸普及的綠色殯葬， 陳肇始表示，政府

正致力推廣相關理念，包括在紀念花園或海上撒放骨
灰，這不但有助土地使用的持續發展，亦符合圓滿人生
和回歸自然的信念。
她指出，為鼓勵市民選用環保葬儀，食環署設有12

個紀念花園及在指定香港水域為市民提供免費撒灰服
務。此外，署方亦提供免費的「無盡思念」網上追思平
台，方便市民隨時隨地透過互聯網悼念逝者。
食環署在今年初推出綠色殯葬中央登記名冊，讓有意

選擇綠色殯葬的市民可在生前作登記供家人知悉其意
願。截至9月，已有超過2,800名市民登記，陳肇始表示
她本人亦在其中。另外今年1至9月選用綠色殯葬佔死亡
人口的比率已超越16%，較去年全年的14.8%為高。

■積金局2018至2019年度「積金好僱主」嘉許禮大合照。 積金局圖片

■陳肇始視察首個可供安放流產胎的設施「永愛園」。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網誌圖片

■陳肇始表示已簽署綠色殯葬中央登記名冊。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網誌圖片

▶港燈義工
身體力行清
潔行山徑的
垃圾。

▲綠色力量表示，將垃圾棄置於郊野垃圾
箱有機會吸引野生動物翻開垃圾箱覓食。
圖為撤走垃圾箱前猴子在覓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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