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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廉政公署昨日發布關
於市民如何看待貪污問題的周年調查
，結果顯示，近八成受訪者表示絕對

不能接受貪污，對貪污的容忍度評分
錄得二○○一年以來的最低水平零點
七。調查還發現，最多受訪者認為建

造及工程界的貪污問題最值得關注，
其次是政府紀律部隊和地產界。

廉署由零一年起展開一項關於本
港貪污問題的周年民意調查。署方於
去年十月至十一月期間，委託獨立調
查機構，以 「家訪」形式訪問了一千
五百多市民，了解公眾對過去一年
（二零一一年）本港貪污問題的看法
及關注範疇。

調查以零至十分評估市民對貪污
的容忍度，結果錄得零點七的平均分
，低於二○一○年的平均分一點三，
是自二○○一年首次調查以來錄得的
最低分。

調查亦顯示，近八成受訪者表示
絕對不能接受貪污，並有超過九成九
的受訪者認為，社會廉潔對香港整體
發展至為重要，因為他們相信社會廉
潔有助維護公平公義、吸引外資，並
有利於香港經濟及商貿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界別中，

最多受訪者（過兩成）認為建造及工
程界的貪污問題最值得關注，其中有
近四成市民指出，該界別的貪污問題
會影響民生和市民利益，並有近三成
市民認為該界別若出現貪污會偷工減
料，影響工程質素，亦有二成六受訪
者指，該界別易出現貪污是由於工程
經常外判導致。此外，有一成三市民
關注政府紀律部隊的貪污問題，並有
百分之六點六的市民關注地產界貪污
問題。

涉及廉署反貪工作的成效，調查
顯示，近八成八受訪者認為廉署的工
作有成效，並有過七成七受訪者表示
，當遇到貪污時願意挺身舉報。廉署
發言人表示，調查顯示市民對貪污有
高度警覺，並可反映社會大眾繼續信
任廉署，署方對此深感鼓舞。發言人
續稱，署方將在嚴謹的監察與制衡機
制下履行職責，繼續獨立、公正地有
效推行反貪工作。

【本報訊】正值復活節假期，卻
天公不作美。天文台預測，今天多雲
有雨及有幾陣狂風雷暴，餘下的假期
亦將伴隨壞天氣，周六、周日都是多
雲有雨，預計要到下周一下午才有短

暫陽光。
今年的復活節假期未能有好天氣

相隨，根據天文台預測，今日將是多
雲有雨天氣，並有幾陣狂風雷暴，雨
勢可能頗大，能見度較低，氣溫大約

十九至二十二攝氏度。接
下來的周六和周日亦將是
多雲有雨天氣，其中周六
會有幾陣雷暴，這兩天的
氣溫都會在二十度左右。

市民將於下周一下午
迎來短暫陽光，當日上午
將繼續有雨。周二和周三
的氣溫將有所升高，分別
是二十二至二十六度和二
十二至二十七度，兩天都
是部分時間有陽光，早晚
有薄霧。

六成人支持固體廢物徵費
【本報訊】政府就固體廢物收費公眾諮詢下周結束，有

調查發現，有六成人支持固體廢物收費計劃，認為可鼓勵市
民進行源頭分廢，有助推動環保，不過認為有關的收費不應
太複雜，建議應先易後難，從工廠建築行業等大型固體的商
業機構開始，才逐步推行家居收費。

中西區區議員陳捷貴於上月十五日至四月初，以問卷形
式訪問六百多名居住於中西區的居民及商戶，以了解他們對
固體廢物收費的支持度。結果顯示，有六成二受訪者支持固
體廢物收費計劃，認為可鼓勵市民進行源頭分廢，有助推動
環保，但有四成多人認為計劃無助推動環保，擔心執法有困
難，及令市民百上加斤，甚至會逼使居民在街上丟棄垃圾。

陳捷貴認為，調查反映政府應審慎推出收費事宜，避免
計劃對市民造成經濟負擔，又指，計劃應先做到先易後難，
從工廠建築行業等大型固體的商業機構開始，才逐步推行家
居收費。

另外，環保署副署長黎耀基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表示，至
今收到大約一千份意見，傾向討論參考台北丟垃圾愈多市民
付費愈多的模式，環保署表示會重點考慮，年底前向立法會
提交建議。

【本報訊】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 「長洲太平清醮」的壓軸項目 「搶
包山比賽」，將於本月二十八日晚上
在長洲舉行，今年有二百零九名健兒
報名參加，大會將於下周日舉行選拔
賽，選出九男三女參加搶包山比賽。

下周日舉行選拔賽
康文署今年接獲的二百零九人成

功報名參加搶包山比賽，包括一百五

十四名男健兒及五十五名女健兒，去
年有一百九十九人報名參加。

康文署發言人稱，中國香港攀山
及攀登總會將於本星期日（四月八日
）及下星期六（四月十四日），在長
洲北帝廟遊樂場足球場舉行三場攀包
山及防墮安全訓練，二百零九名成功
報名人士須參加其中一次訓練，完成
後才可符合資格，參加於四月十五日
下午舉行的選拔賽。

市民對貪污接近零容忍

昂坪360纜車停開超過兩個月後，
昨日重開。但天公不作美，重開半日便
因雷暴警告需要暫停服務逾兩小時，六
百多名乘客受影響。昨日有三千零七十
八人搭乘纜車，早上一度有超過二百人
輪候，有市民表示對香港的纜車服務有
信心，不擔心安全問題。昂坪市集亦恢
復往日熱鬧，不少商戶都表示，生意大
致恢復到停駛前水平。

本報記者 虢 書
昂坪360纜車昨日早上十點重開，纜車公司九

點開始售票，一早已有二、三百人排隊等候。纜
車公司向乘客派發樽裝水及紀念品，包括二十元
昂坪市集現金券。昂坪360董事總經理邵信明表示
，昨日有五個旅行團及百多個網上預訂車票，成
績非常鼓舞。公司已更換所有啤令及加強前線職
員培訓，處理突發事件，相信可靠性較以前更高
。若遇到事故，控制室會直接真人發聲廣播，通
知車廂內的乘客。

派發紀念品現金券冧客
至下午兩點，天氣突然轉差，天文台發出雷

暴警告，纜車公司基於天氣不穩定暫停上客，並
將車上乘客運抵纜車站後停開，直至下午四點十
五分恢復服務。昂坪站一度有六百五十人等候，
纜車公司用接駁巴士接載已購買纜車票的乘客免
費返回東涌站，及安排退票。根據指引，凡在纜
車系統的十公里半徑範圍內有雷暴閃電、遇到黑
色暴雨警告、強風時速達六十五公里、掛三號或
以上風球，纜車都要停駛。

市民黃小姐說，因有親戚從海外回港，特意
今日前來坐纜車。離開時纜車已停駛，只聽到職
員說可以搭巴士，但無人告知她是否可以有選擇
等候纜車重開，亦不知是否可以退票。她們在昂
坪站等候一個多小時仍未能上車， 「安排差咗啲
，無講清楚，真係好難忘啦，第一日開返又咁樣
」。亦有旅客表示，接駁巴士班次太疏，車上太
多人，要站立一小時。

有市民和旅客對纜車安全有信心，市民吳先
生一家三口特意選重開第一天前來搭纜車，吳先
生說： 「用咗兩個月時間維修，應該好安全，唔

驚有問題，對香港嘅嘢都有信心，機電工程署應
該都會嚴格把關。」吳太亦表示，見到櫈底有緊
急包，感覺放心，自己亦有帶備少量乾糧、食水
及外套，以防發生事故。家住荃灣的陳先生說，
經過專家維修過，有信心， 「天氣唔好都唔關佢
哋事，之前都成日搭，以後會再嚟」。

台灣旅客劉小姐說，來香港前從網上得知纜
車停駛，覺得若在空中停兩小時還是很害怕，希
望不會再發生。但今日親身乘坐的感覺很好，不
太擔心有安全問題。

市集人流急增商戶開懷
昂坪市集的商戶均表示，生意明顯較停駛時

好轉。Da Dolce雪糕店職員梁小姐說，生意已恢
復到停駛前水平，停駛兩個月間，除周末多些遊
客外，平日 「稀稀拉拉」，間中見到一兩個人，
昨日生意起碼多三分之二。立農茗茶負責人凌先
生說，人流恢復往日六成水平，停駛期間部分日
子生意跌至少九成， 「有番纜車，唔使幾耐生意
就會返返嚟」。石藝軒負責人林小姐說，昨日生
意已完全恢復，停駛時人流少三至四成，由於昂
坪360有提供津貼，故損失不大。

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指，自昂坪360重開後

，本地的旅行社已即日安排旅行團到來觀光，
又指對上一次昂坪360事件停駛後，以防萬一
已安排旅遊巴士接載旅行團，又指今次復駛後
，纜車公司於雷雨安排措施妥當，相信可挽回
旅客的信心。

▲兩外籍遊客在纜車站遇大雨，狀甚狼狽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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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表示對纜車的設施有信心，不擔心
會再出現事故 中通社

復活節假多雲有雨

▲停駛兩個月的昂坪纜車昨日重開，吸引大批人排
隊等候上車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本報訊】昂坪 360 纜車大年初三發
生故障，八百名乘客在寒冷天氣下 「半天
吊」逾兩小時。纜車公司改善服務，在車
廂應急包中加入暖氈和暖包，又在車廂準
備紙廁所，以應不時之需。

纜車廂右邊座椅下方設有一個應急包
，如遇緊急情況，車上廣播將按需要指示
乘客抬起座椅，抽出應急包使用。冬季的
應急包內備十塊暖包、五張銀色保暖氈、
三個斗篷、五個嘔吐袋和紙筆，以防乘客
遇事故時再捱凍。而夏季七至九月期間，
應急包將轉為擺放兩瓶水、兩條毛巾、兩
把紙扇和一塊遮光布。

應急包內有一份乘客指引，若應急包
內物品未能滿足需求，會指示乘客在對面
座位下取出鎖匙打開車廂頂部。頂部放置
有六瓶一點五升樽裝水，九包食用後可
「頂肚」六至八小時的食物，還有膠杯、

電筒、濕紙巾、熒光棒等，又新加入紙製
臨時廁所及遮擋布應急。車廂門後也新貼
上緊急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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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日即遇雷暴停開兩句鐘首日即遇雷暴停開兩句鐘

昂坪纜車復開昂坪纜車復開 33千人湧搭千人湧搭

洗滌身心
春光明媚，樹木

葱鬱，大佛安然靜坐
，遊客笑靨如花，構
成一幅天、地、人和
諧共融之圖景。天壇
大佛自開光並開放予
公眾至今，已過近二
十載光景，如今成為
香港的著名景點。

以青銅鑄成的大
佛端坐於祭壇之上，
年年歲歲，迎來多少
數次前來的信眾，又
送往多少僅為觀光的
旅人？然無論故人抑
或過客，在此禪意縈
繞之地，亦必可洗滌
身心。

本報記者
黃洋港（圖）
汪澄澄（文）

209人報名參加搶包山

▲昨日下午烏雲密布，一場大雨伴着雷鳴閃電降
落香港，路面濕滑，車輛被迫慢駛 新華社

飛行夢想非遙不可及
本報記者 夏盧明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每當說這句話時，一種使
命感油然而生。」在國泰航空工作
十九年的波音七四七機長 Simon 無

法忘記第一次作為機長的飛行，他在昨天的國泰招聘宣講會
上說，向藍天振翅高飛也是一次人生的啟航。

放飛夢想、翱翔天際，是多少年輕人的夢想。國泰今年
招聘計劃包括八十名飛行員和一千名機艙服務員。Simon說
，飛行員並不神秘也不是遙不可及，在座的各位幾乎都有資
格報名參加。而想要成為一名合格的飛行員，最重要的是要
有信念，相信 「I can fly」，以及對飛行員這份工作的熱
情，熱情才是不斷前進的動力。

國泰昨日的宣講會上，飛行員和 「空少空姐」等員工身
着工作制服走進城市大學，一展空乘人員的風采，並與參加
講座者分享經驗，交流互動。國泰介紹，自一九八八年國泰
便開始推行飛行員培訓計劃，幫助香港居民成為飛行員，預
計至年底，加上今年將招聘的約八十名飛行員，本地培訓的
飛行員人數將達到五百人，飛行員培訓費用約每名一百二十
萬港元，全部由國泰支付。

Simon在分享做機長的經驗時說，操作一部飛機，環遊
世界，在世界的一頭起飛另一頭降落，感覺真的好 「正」。
回想肩飾 「金槓」隨着經歷的成長，最終由一條變為四條，
成就感在心底湧起而無法抑制。機長之所以可以配掛 「四條
金槓」，因為他除了具備專業、學識及涵養、飛行技術三者
的優點與能力之外，最後的一句決心永遠都是： 「有關飛機
上所有任何狀況都一定盡早讓我知道，我來做決定，我做的
決定，我來承擔，我負全責」，也就是 「責任」。

城大三年級生陳同學在聽完宣講會後說，自己原本想來
試空姐的職位，現在居然有點想嘗試做機長了，真是有些不
可思議，要認真考慮後，再做定奪。

飛行員培訓計劃招聘要求包括：年滿十八歲的香港居民
、接受手足伸展測試、良好的英語能力、健康的體格、中學
文憑考試或認可文憑及學士學位持有人，以及最重要的熱衷
於飛行。機場服務員招聘要求包括：年滿十八歲的香港永久
居民、會考五科合格、具流利英語及其中一種亞洲語言溝通
能力、伸手觸高二百零八厘米並通過職前體格檢查，以及善
於溝通並具備高度的服務熱忱。

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