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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睛籌500萬助內地眼疾者
擬兩年內服務拓至10省份

關 昭

內地旅客為活躍港經濟貢獻良多 孫公夠堅強 惡罵無人性

社 評 井水集

香港旅遊發展局昨日公布新一年工
作計劃，預計今年訪港旅客人數將會在
去年四千一百多萬人次的基礎上再增加
百分之五點五，而內地客已成為本港旅
業的主要客源和增長支撐。

旅發局作為本港旅遊業的策劃、推
廣和監管機構，作出預期和部署是必要
和及時的。特別是人所共知，今年全球
經濟難望好轉，而旅遊業作為本港經濟
傳統四大支柱之一，絕不能 「守株待兔
」 ，坐等旅客上門，而是必須 「請進來
、走出去」 ，要加強部署、作好規劃。
但規劃也得要認清時勢、找對門路，傳
統的歐美市場固然不能放棄，但新興的
內地市場顯然有更巨大的潛力，等待着
業者去認識、去爭取和去發掘，從而為
本港旅遊業帶來無限商機和廣闊前景。

面對去年訪港達二千八百萬人次的
內地旅客，本港旅遊業界和市民都有
「仿如隔世」 之感。僅僅是十多年前，

內地居民赴港探親尚且難於登天，赴港
旅遊購物就更是 「天方夜譚」 ，而當時
絕大部分內地民眾收入有限，就是有機
會踏過羅湖橋頭、到了香港，看見琳琅
滿目的商品，也只能有 「阮囊羞澀」 之

嘆。但曾幾何時、時移勢易，今天，銅
鑼灣 「崇光百貨」 內一片 「包起來」 、
「不貴嘛」 之聲，尖沙咀、中環一帶的

精品名店，店員數人民幣數到手軟……
據旅遊業界數字，短途客主要是內

地客，在港人均消費約為七千元，以二
千八百萬人次計算，去年內地客給本港
經濟帶來了將近二千億港元的收益。

事實是，大批內地居民到港旅遊購
物消費，主要是從二○○三年開始，當
時，香港正經歷金融風暴和 「沙士」 疫
情打擊，經濟跌到低點，社會上人心惶
惶，政府施政舉步維艱，就在這個最困
難的時刻，中央宣布出台 「個人遊」 措
施，首批京、滬、穗等五個城市的居民
可以以個人身份辦證到香港旅遊。從此
「春風吹度玉門關」 ， 「個人遊」 城市

一批接一批，人數增幅年年雙位數，消
費能力更如溫度計上的水銀柱節節上升
。去年八月間，國務院李克強副總理訪
港，公布挺港三十六招，其中進一步開
放更多非一線城市居民赴港 「個人遊」
即為其中一項。

今天，面對已經直逼三千萬人次大
關的內地訪港旅客，不僅旅遊發展局、

相關業界、兩大主題公園、昂坪三六○
等要進一步做好接待規劃和準備，就是
市民大眾和社會輿論，面對越來越多的
內地客湧至，也有一個如何正確認識和
調整好心態的問題。

首先，毫無疑問，大批內地旅客訪
港，在港期間的生活、經歷和與本港市
民之間的相處，總體上來說是愉快和融
洽的，最顯著的莫過於越來越多的市民
、店員、司機學會以普通話對答，一些
市民還戲稱他們為 「財神」 、 「米飯班
主」 。但更重要的是，通過大批內地旅
客訪港，港人和內地人之間的距離拉近
了、隔膜打破了、猜疑減少了，以至在
一些場合，如國慶節日的維港兩岸同觀
煙花、大除夕蘭桂坊齊聲倒數的互道
Happy New Year，過去內地人和港人
之間那一道明顯的界線是已經越來越模
糊以至最終不存在了。

所謂 「過門都是客」 更何況本來就
是一家人？港人歡迎內地居民更多來港
旅遊觀光和消費購物，為本港帶來更多
經濟收益，大家更要共同努力締造和推
動 「一國兩制」 下兩地民眾的和諧新局
面。

添馬艦政府總部新大樓的惡菌疑
雲，經過連日各相關部門的認真重視
和深入調查之後，已真相大白：由於
樓內的主要官員辦公室私人洗手間較
少使用熱水喉，以致水管內的 「退伍
軍人」 菌積聚為患，與工程設計及施
工無關，早前個別傳媒大肆渲染的什
麼「趕工開幕」，更屬道聽途說而已。

在查明原因之後，有關部門認為
，要求本港樓宇在落成後增加檢查
「退伍軍人」 菌，並無必要。外國亦

無此先例。
事實是， 「退伍軍人」 菌固然要

提防，但如果因此而要求以後凡是新
樓入伙都要測試 「退伍軍人」 菌，那
無疑會有擾民之嫌。因為現行樓宇條
例對大廈新樓水質已有一定的檢測準
則和要求，而且是符合國際標準的，
如果又來增加一項 「退伍軍人」 菌測
試，到底有無迫切的需要 ？事實是
，政府總部大樓的規模、格局，以至
主要官員辦公室私人洗手間之設，和
一般民居、辦公樓都有較大的區別，
官員如非必要，不會在辦公室洗水間
以熱水沐浴，因此港大微生物系袁國

勇教授的建議之一，就是 「斬草除根
」 ，截斷洗手間內的熱水喉，不再予
「退伍軍人」 菌以滋生的溫床。此一

情況，在一般私人樓宇、商業大廈內
是不可能出現的。

而且，退一萬步說，此次政府新
總部大樓 「惡菌」 疑雲之發生，也與
個別官員本人的健康狀況有一定的關
係；如果本人健康完全沒有問題的，
可能不會被感染，但本人健康已經有
一點慢性病的，就較易 「中招」 了。
結果一人得病之後，全面追查之下，
其他水龍頭也查出退伍軍人菌，事情
才越鬧越大。

而更值得關注的是，事件的 「主
角」 孫公（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在事
件發生以來，一直以樂觀、堅強、容
忍的態度面對自己的被感染，不亂猜
任何原因、不指責任何人，積極配合
治療，很快就康復出院，今日就會恢
復上班工作。但亂港傳媒 「蘋果日報
」 昨日竟大字標題 「孫公死撐」 ，還
有一點人性與同情心沒有？

【本報訊】十大基建上馬，本港
十多萬建造業工人受惠的同時，連帶
致命工業意外及欠薪個案問題越趨嚴
重。建造業總工會發現，去年成功處
理勞資糾紛個案達一百一十八宗，較

一○年的八十一宗大增四成，而其中
公營地盤個案雖然只佔三十宗，但涉
及金額達九百多萬，佔整體追討金額
的六成，工會指責政府把關不力，有
判頭更以公營地盤作 「擋箭牌」，以

無理合約迫使工人簽約，工會認為政
府應加強審批公營地盤的僱傭合約，
要求承判商列明真實工資，以免再有
工人權益受損。

工會批政府把關不力
建造業工會投訴，發現部分工程

承判商要工人簽署假合約，少報工資
金額。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表
示，有地盤工人獲發兩份工資，被稱
為 「大細糧」， 「細糧」是由總承建
商及僱主先發放一部分工資，而 「大
糧」則會由僱主或判頭直接以現金支
付，但由於僱傭合約中的薪金只列出
「細糧」薪金，假若他日欠薪，亦只

能追討 「細糧」，更有泥水工人合約
中列明日薪僅得三百五十元，被欠薪
後亦只能追討 「細糧」。

周聯僑說： 「去年十二月底，有
十多名泥水工人被拖欠薪金，他們的
實際日薪應為九百五十元，但 『細糧
』合約中只寫上三百五十元，最終出
現欠薪時，總承建商以 『合約精神』
為由，最終賠償 『細糧』欠薪，令工
人最終未能得到應有薪金。」周聯僑

指出， 「大細糧」的形式亦令僱主可
避過強積金及意外賠償的金額。

公營地盤勞資糾紛嚴重
工會過去一年成功處理了一百一

十八宗勞資糾紛個案，其中公營地盤
雖僅佔三十宗，但涉及金額卻達九百
多萬，佔整體的六成，工會權益及投
訴主席趙建強指出，數字反映公營地
盤的個案十分嚴重，認為政府有責任
為工人把關，並加強審批公營地盤的
僱傭合約，要求承判商列明真實工資
，同時工會將約見發展局，要求當局
加強監管公營工程的合約。

另外，勞工處數字顯示，建造業
去年全年有二十二宗致命工業意外，
比一○年的九宗上升超過一倍。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書面回
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表示，留意到大
型基建工程陸續展開，以及即將實施
強制驗樓，勞工處已經在去年開始加
強巡查和執法，並已成立了專責小組
，專職加強巡查及執法，如果發現有
違例情況，不會先發出警告而會即時
執法。

控訴承判商走法律罅 日薪千元變350元

建造業工人被迫簽假合約

由本港著名眼科醫生林順潮擔任主席的亮睛工程
慈善基金，昨日舉行支票轉贈儀式，接受陳登社會服
務基金會、陳國威伉儷及何善衡慈善基金會，分別捐
贈的港幣一百萬元善款。

而林順潮亦以身作則，捐贈三十八萬港元善款，
資助亮睛工程為國內一千個白內障患者施行免費的復
明手術。

新年伊始，亮睛工程在短短十一日內已籌得超過
五百萬港元善款。林順潮表示，感謝社會各界的慷慨
捐助，會致力為國內貧困的白內障病人施行復明手術
，以及為內地眼科醫生提供培訓： 「我們將繼續秉持
『授人魚，不如授人以漁』理念，培訓國內醫生施行

白內障手術，成立不走的醫療隊， 『把根留住』，為
貧困的白內障病人提供可持續的眼科服務。」

亮睛工程自二零零六年成立以來，已先後於內蒙
古、陝西、海南、雲南及廣東五省成立二十一個 「亮
睛工程扶貧眼科中心」（亮睛點）。

2020年前成立百亮睛點
林順潮透露，今年第一季將正式進駐甘肅及河南

省，為兩省人民提供質優價廉的白內障手術，為貧困
的病人施行免費復明手術，同時，亦正與廣西、貴州
及山西省的有關部門磋商合作，計劃於今明兩年將復
明工程拓展至十個省份，為更多白內障患者服務。他
表示，目標是於二零二零年前，在全國成立一百個亮

睛點，培訓一千名手術醫生，每年開展一百萬例白內
障手術。

除積極參與內地各項扶貧醫療服務外，林順潮亦
是港醫北上的先鋒。林順潮形容，醫療產業作為香港
六大產業之一，可乘內地正進行醫療改革之機，享盡
「天時、地利、人和」的發展機遇。

林順潮認為， 「天時」是國家大政策的支持。從
CEPA到國家 「十二五」規劃，香港醫生從最初於二
零零九年只能在廣東省以獨資形式開設診所，到
CEPA補充協議七，允許香港醫療機構在上海、重慶
、廣東、福建和海南獨資開設醫院，而國務院副總理
李克強早前訪港時更宣布一系列惠港措施，允許香港

醫療機構到內地所有直轄市和省會城市獨資設立醫院
，港醫北上的門檻一再放寬。

深開設全港資眼科醫院
林順潮表示，香港借助背靠祖國的 「地利」條件

，再加上血濃於水的人脈網絡所構成的 「人和」條件
，既可滿足內地對高質素醫療服務的需求，亦可為本
港醫療業界拓展商機，達致雙贏局面。

林順潮計劃於今年中在深圳福田開設眼科醫院，
將成為CEPA框架下首間全港資的眼科醫院。他表示
，預計醫院會有十五至二十個醫生，分別來自國際、
香港和內地，期望可於春節過後開展裝修工程。

【本報訊】過去五年，城規會共處理近五百九
十五宗興建丁屋的申請，四百一十三宗獲批，涉及
八點九公頃土地及五百五十七間丁屋。發展局局長
林鄭月娥表示，新界男性原居民一生人可申請一次
興建丁屋，丁權無限，土地有限，讓丁屋高空發展
或帶來規劃和建築物管制問題，涉及建築安全考慮
，要審慎行事。

現時本港有六百四十二條可建丁屋的圍村，合
資格男性原居民可在認可鄉村範圍三百呎內，興建
丁屋。七二年至今，地政總署共批出近三萬四千宗
丁屋申請，另有近七千宗正在處理中，尚待處理的
丁屋申請有約三千四百宗。有議員詢問有關未來十
年，有多少丁屋獲批興建，林鄭月娥回應指，本港
可建丁屋範圍約一千六百二十公頃，但當局要根據
地形、地理環境、個別地段大小和分布等，決定土
地用途，無法評估十年內將建多少丁屋。

【本報訊】上環近林士街和干諾道中交界車流
熙來攘往的天橋底下，可望出現全新的地標式建築
！香港建築中心有意在該處興建新的建築設計推廣
中心，因應地皮面積狹窄及樓高有限，建議採用圓
鼓形的建築設計，有關構思已獲發展局等多個部門
原則上支持，認為有助增添一個推廣香港城市特色
的新文化旅遊點。

該幅地皮現時是上環干諾道中、林士街與民吉
街三條馬路之間的交通安全島，就在連接上環地鐵
站、信德中心港澳碼頭及林士街停車場等大廈的天
橋網下方，有意尋覓新選址的香港建築中心，看中
這幅現時無任何用途的都市剩餘地皮，認為可發揮
創意構思，用作興建新的建築設計推廣中心。

為地盡其用，香港建築中心構思建築物採用圓
鼓形設計，室內作為機構行政及舉辦活動用途，天
台連接現有的天橋網，可用於舉辦戶外活動，公眾
可方便前往。

香港建築中心由香港建築師學會與環保建築專
業議會始創，於二零零六年成立，本身是非牟利機
構，主力舉辦活動鼓勵普羅大眾從不同層次欣賞建
築，增加市民對建築文化藝術及環境的認知和了解
。今次的建築設計意念及興建計劃，去年初已提交
發展局，並已取得發展局、路政署、運輸署等相關
部門原則上支持。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於去年三
月，也原則上支持該計劃，認為項目構思概念利用
天橋底空間，值得欣賞。

由於該地現時的規劃用途是道路，香港建築中
心預計於本月內，向城規會申請更改規劃用途，並
打算於四月向當局申請以短期租約租用該地。有關
建議今日提交海濱事務委員會港島專責委員會討論
，稍後諮詢中西區議會意見。

林鄭：
丁屋放寬高度須審慎

上環天橋底擬推地標式建築

從CEPA到國家 「十二五」 規劃，再
到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早前宣布一系列惠
港措施，香港醫生北上的門檻一再放寬。
亮睛工程慈善基金主席林順潮計劃於今年
中，在深圳福田開設CEPA框架下首間全
港資眼科醫院，成為本港醫生北上的先頭
部隊，而亮睛工程今年短短十一日，已籌
得超過五百萬港元，為內地白內障患者施
行復明手術。

本報記者 馮慧婷

▲新界丁屋僭建嚴重，林鄭指放寬高空發展
或帶來規劃和建築物管制問題

▲

建造業總
工會投訴部
分工程承判
商迫工人簽
署假合約。
右為周聯僑
、左為趙建
強

本報記者
陳耀麟攝

▲ 亮睛工程
慈善基金支
票頒贈儀式
。前排左起
：周伯展、
范徐麗泰、
林順潮、梁
愛詩、利孝
和夫人、陳
徐鳳蘭，後
排左起：梁
智鴻、錢煥
棠伉儷、何
子梁伉儷及
關品方同台
合照

▲ 香港建
築中心將
在上環干
諾道中近
林士街興
建新中心
，建議採
用圓鼓形
的建築設
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