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暖化問題嚴重，可持續發展委員
會昨日向政府提交三十項建議，希望政府
以身作則，為主要公共設施進行碳審計，
從而鼓勵商界跟從進行，評定碳排放量，
一至三年內公布結果。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主席陳智思稱，有關建議並非要求政府立
法，而是增加公眾認識及鼓勵市民的自發
性。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歡迎可持續發展委
員會的建議，政府以身作則，正計劃為主
要政府樓宇及公共設施進行碳審計，以起
示範和推動的作用。

本報記者 李家祺

政府樓宇擬進行碳審計
可持續發委會30建議促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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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十六個新界的士團體昨日向運輸及房
屋局提交申請，開徵石油氣附加費一至兩元，收費與
氣價掛鈎，若每公升氣價超過五元，徵收一元附加費
；氣價超過六元而低於七元，收兩元；氣價五元以下
則取消。有的士司機表示，今年石油氣價格升幅達四
成，變相令收入減少，甚至低於最低工資。團體指，
若政府不回應訴求，考慮將行動升級。

根據機電工程署資料，下個月石油氣專用氣站氣
價上限是每公升六元四毫一，今年累積升幅四成；若
與二○○○年政府推出石油氣的士計劃時，氣價每公
升兩元相比，下月氣價是當時的三倍多。代表五千多
名司機的十六個團體代表指，今年油價上升，令石油
氣佔的士成本約三分之一，司機每天要支付約一百元
油費，每更車蝕十多元，業界經營困難。有新界的士

司機表示，氣價上升變相是減少他們的薪金，收入少
於最低工資，需要節衣縮食，以及加長工作時間。

5元以下可取消附加費
團體建議，氣價於每公升五元至五點九九元，每

程收一元附加費，六元至六點九九元則收兩元；若氣
價上升至七元以上，政府就要與業界，商討如何處理
。若氣價回落到五元以下，就可以取消附加費。

新界的士權益大聯盟發言人梁宇榮表示，申請收
取附加費是較為公道的做法，如果申請加起錶費，當
油價回落時亦無法減價，市民未能減輕負擔。他又說
，已經多次向局方申請，但都不獲接納，希望本次可
盡快接納建議，並在短期內實施。若當局不回應訴求
，不排除將行動升級。

運輸署發言人回應指，署方十分關注近月石油氣
價格上升對的士業，尤其是前線司機，所造成的影響
。過去數星期一直與業界保持緊密的聯繫，聽取意見
。當局知道業界對調整的士收費有不同的構思，並正
在積極討論不同的方案。關於燃氣附加費的建議，署
方認為附加費會將燃氣價格上升的壓力直接轉嫁予乘
客，要小心考慮。對的士經營成本的上升，業界可考
慮提出加價申請。

運輸署署長黎以德昨日出席的士車行車主協會執
行委員就職禮時稱，石油氣價格近日上升，業界非常
關注，運輸署也很關心此事，知道業界對調整收費有
不同構思與方案。署方希望業界早日達成一個方案建
議，既全面照顧業界內不同營運者及不同持分者的意
見，並能顧及市民承擔能力。

中國或成2050年經濟重心
【本報訊】萊坊私人房地產顧問公司聯同花旗私人銀行

昨日發布新一份財富報告，預計全球經濟重心在二○五○年
會移至中國及印度。而對高淨資產投資者而言，香港仍為全
球最重要城市之一，而上海及北京的重要性則上升得最快。

萊坊和花旗私人銀行昨日舉行記者發布會，發表第六版
財富報告，就高淨資產人士對生活品質、知識、影響力及經
濟活動等要求而決定物業投資的取向。報告顯示，以全球人
均總值去計算全球經濟重心的話，預計到二○五○年的時候
，重心會再向東移，至中國及印度。

在投資者方面，基於各地區的生活質素及政府政策，香
港、倫敦及紐約等發展成熟的市場仍為重要的投資城市，而
隨着國家的發展，北京及上海的重要性也隨之而提高。

至於有關香港的經濟走向，萊坊大中華研究部主管兼董
事林浩文表示，香港的樓市雖已回復一九九七年的水平，但
面對歐債危機、歐美不明朗的經濟前景等因素，本港未來十
二個月的樓價或會受到挑戰，大部分分析家已表示，樓價會
回落百分之三至五。

林浩文續指，隨着九龍區不斷有豪宅新盤落成，港島區
的住房經已飽和，這兩區的樓價已超越一九九七年每呎平均
一萬多元的水平至約平均每呎二萬元。不過，由於新界地區
仍未完全發展，現只回升至九七年的水平。香港未來一年，
雖有新特首上任，但由於其政策未落實，未見成效，因此不
一定對樓市造成影響。而花旗私人銀行亞太區投資部主管
Debashish Dutta Gupta則表示，預計未來仍會處於低息率
，建議多着重長線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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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上海
倫敦
新加坡
香港

蔣任宏：不履行通知屬刑事
【本報訊】私隱專員公署裁定 「忽然一周」和 「FACE

」兩份周刊，偷拍並刊登三名電視藝員家中的照片，違反保
障資料的規定。私隱專員蔣任宏昨接受電台烽煙節目訪問，
市民多數認為公署做得對，別讓部分傳媒，將藝人私隱與公
眾利益混為一談。但有市民指，本港私隱條例不清晰，令傳
媒有恃無恐。蔣任宏表示，當局能賦予公署權力，在證明受
屈人被侵犯私隱導致傷害後，懲罰違規的人，例如罰款或賠
償給受屈人。

更有市民致電表示，偷拍是不尊重行為，傳媒用公眾利
益作狡辯，破壞傳媒潔淨： 「低俗，要洗眼！我們不想看女
明星暴露。」亦有市民唱反調，指很難界定傳媒有否侵犯私
隱，藝人應 「食得鹹魚抵得渴」，不應持雙重標準，要宣傳
時自動 「放料」，有時指罵傳媒偷拍。

對於被指私隱條例不清晰，蔣任宏說，希望本屆政府完
成修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令他們有權為受屈人提供法律協
助，作出民事索償。

兩份周刊正就裁決進行上訴，蔣任宏說，目前不能透露
執行通知的細節，但指在一般情況下，執行通知的內容會包
括刪除銷毀之前所收集的資料，將來不能再搜集相關資料，
否則有關行為是刑事罪行。

【本報訊】基督教勵行會及觀塘民聯會合辦的
「搵好工招聘會 2012」昨日舉行，即場提供五十個

品牌逾三千五百個職位。基督教勵行會總幹事張洪
秀美表示，最低工資實施以來，明顯可以看到女性
搵工者增多，本次職位多為要求初中至中五，有助
於青年人走出求職第一步。

張洪秀美在開幕禮致辭時表示，基督教勵行會
及觀塘民聯會第四次舉辦招聘會，希望為僱主及求
職者建立配對平台，協助僱主聘請合適的員工。本
次招聘會提供的職位多為適合中年人，但是明顯可
以看到女性搵工者和青年搵工者的增加，最低工資
的實施有助於幫助一些家庭主婦走出來搵工補助家
用，以及幫助一些學歷不是很高的青年人 「step out

」求職第一步。另外，招聘會準備的化妝技巧及溝
通技巧的講座，亦讓求職者為求職作充分準備。

觀塘民聯會理事長梁芙詠表示，招聘會提供職
位由去年的二千二百個提高到今年的三千五百位，
新增了不同範疇的行業，包括健康護理、電車車長
、維修技術員等職位。職位九成是全職工作，月薪
約五千七百元至兩萬元，平均時薪由二十八元至六
十元不等。其中最高月薪的職位為一家美容公司提
供的店長職位，六天工作，時薪五十六元。

在是次招聘會中，全日吸引超過一千人次入場
，共收回逾五百七十四份申請表，其中超過一百人
成功獲聘，主要是店務員及起居照顧員。另有七十
八人獲安排接受第二輪面試。

【本報訊】港大研究發現，抑鬱症患者接受電針
刺頭，三日後立即見效，期間病人能同時服藥，不會
出現副作用。港大中醫藥學院副教授張樟進表示，腦
是元神之府，密集顱部電針能刺激更多前額部穴位，
有開竅醒腦、重整陰陽和提神解鬱作用。為進一步探
討電針刺頭的腦內機制，港大中醫藥院正招募合條件
的抑鬱症患者，接受以正電子衍射掃描和功能性磁共
振掃描等神經影像技術研究。

港大中醫藥學院招募了七十三名年齡介乎廿五至
六十五歲的嚴重抑鬱症患者，患病年期由數個月至數
年不等。病人分電針組和安慰組，電針組病人共接受
九次密集顱部電針治療，每周三次，每次四十五分鐘

。安慰組則只接受模擬電針治療。研究發現，電針組
首次接受治療後已見效。病人同時服抗抑鬱藥氟西汀
，治療期間沒出現相關副作用。臨床數據顯示，電針
組對治療反應近兩成，安慰組只得百分之八。

張樟進透露，港大中醫藥學院正開展另一相關項
目，以正電子衍射掃描和功能性磁共振掃描等神經影
像技術，探討密集顱部電針治療對抑鬱症患者腦功能
的影響，項目已獲當局資助。學院正招募合條件患者
參加，如有查詢，可致電萬先生或洪先生（6351
9949），或瀏覽網頁 http://www3.hku.hk/chinmed/
PET-RCT.html。

建造業總工會籲管治劏房
【本報訊】實習記者胡禮富報道：香港建造業總工會估

計，深水埗屬於劏房重災區，不少唐樓更有超過十間劏房，
估計樓宇負重起碼超出兩成，令倒塌風險提高，促請政府盡
快加強監管。有劏房住戶表示，除擔心塌樓外，劏房的廁所
喉管安裝於地台內，導致經常有水浸問題亦難以修理，同時
不滿輪候公屋六年仍未上樓。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表示，以一幢大廈一梯兩伙為例，一
個正常單位改成四間劏房，單位要加建磚牆和喉管，建築材
料會增加至少十五噸重量。若以一幢六層高的唐樓計算，全
部都改成劏房，大廈的負重量便增加一百噸，不少唐樓更有
超過十間劏房，估計樓宇負重起碼超出兩成，令倒塌風險提
高。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表示，唐樓樓齡最少超
過三十年，以前的建築技術亦沒有現在好。他續稱，之前倒
塌的樓宇只有幾條鋼筋支撐，因此擔心其他同類型樓宇會否
出現倒塌危險。工聯會副會長陳婉嫻認為，政府應落實三年
便可以上樓，不應該只是口號，並促請政府增建公屋，解決
問題。

▲萊坊及花旗私
人銀行：2012
年《財富報告》
發布會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二月零售總銷貨338億 升10%
【本報訊】實習記者胡禮富報道：統計處昨日公布二月

份零售業數字，二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值估計為三百三十八億
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百分之十五點七，總銷售量升約一成。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表示，總銷貨值增長較預期理
想，她表示會調低未來數月的增長預期，主要與內地來港旅
客減少及消費力下降有關。

統計處表示，由於每年首兩個月的銷貨額受農曆新年時
間影響，因此按年比較時，較適宜分析一月及二月合計的零
售業銷貨額數字。今年首兩個月的總銷貨值上升百分之十五
點二，總銷貨量上升百分之九點五，其中雜項耐用消費品的
升幅最大，上升百分之八十四點四，其次為電器及攝影器材
、服裝、百貨公司貨品、雜項消費品、超市貨品等。另外，
傢具及固定裝置的跌幅最大，下跌百分之十五點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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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期六合彩攪出號碼

頭獎：無人中
二獎：無人中
三獎：40.5注中，每注派78,040元
多寶獎金：9,185,326元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昨日總結去年進行為期四個月
的公眾諮詢結果，並向政府提交 「紓緩氣候變化：從
樓宇節能減排開始」社會參與過程報告書，就促使行
為改變和制度優化作出三十項建議。報告指出，公眾
普遍相信碳審計有助為未來的碳排放表現，提供一個
基線作比較。而能源審核則是一項工具，用以找出能
源改善機會，從而推行減少能源使用、相關支出以及
溫室氣體排放的措施。

委員會因此建議，應由政府帶頭推動，為主要的
公共設施進行碳審計，並開始收集數據以進行碳審計
，並根據設施的營運規模，在一至三年內公布審計結
果。報告認為房屋委員會亦應為公屋的公共地方進行
碳審計，並鼓勵居屋效法；而獲政府資助的主要公共
機構例如大學和醫院，亦應積極考慮進行碳審計。報
告書並希望政府鼓勵商界進行碳審計。

同時，委員會亦建議兩電向用戶提供更多與用電
有關的資訊，包括資訊性及簡單易明的帳單，讓用戶
更了解自己的用電情況，例如按人均或樓面面積計算
的用電量，以及每度電引致的碳排放量等，而政府及
電力公司亦應朝着鼓勵節約能源的方向檢討電費架構
，並進行更多研究和討論，以尋求社會共識。另外，
委員會亦持續提升能源效益，持續檢討電器能源效益
標籤計劃和《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進一步提升能

源效益，及加強與相關專業團體的合作，共同推廣綠
色建築。

建議兩電引入碳稅
至於公眾最關注的電費架構檢討，報告書則稱議

題複雜，公眾表達了不同意見。陳智思強調，公眾關
注兩電的電費架構調整，建議引入碳稅、分時段收費
及為電力公司提供誘因，以加強節能等，期望建議可
作政府的參考，與兩電進行更多研究和討論，以達至
訂定電費檢討的目標，以及在緊接的二○一三年電費
檢討時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又強調相關的建議並不是

要求政府立法，是要增加公眾認識及鼓勵市民的自發
性。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歡迎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建議
，政府以身作則，正計劃為主要政府樓宇及公共設施
進行碳審計，以起示範和推動的作用。他稱委員會的
建議與當局的工作目標一致，局方會與相關部門仔細
研究，務求在短期內有具體回應，進一步深化推動實
質措施，加強節能減排。他稱政府上月已更新及收緊
《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所載的能源效益標準，以配
合法例在九月全面實施。

綠的申請收石油氣附加費
氣價超5元收1至2元

港大電針治抑鬱3日見效

搵好工招聘會助青年求職

▶新界的士權益
大聯盟發言人梁
宇榮（中）表示
，希望政府接納
徵收石油氣附加
費建議，並盡早
實施

本報記者
蔡文豪攝

▲招聘會全日入場人數超過1000人次，即場獲聘
逾100人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張樟進博士
示範如何運用
「密集顱部電
針刺激」 為病
人紓解抑鬱症

▲陳智思（左）指，委員會的建議並不是要求政府立法，是要增加公眾對環保的認識及鼓勵市民的自發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