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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款不安全摺椅櫈禁售
【本報訊】家品連鎖店實惠售賣的兩款 「實惠」牌摺椅

和摺櫈，可能令使用者摔倒受傷，海關要求停售，調查工作
仍在進行。

海關早前接獲投訴，指實惠涉嫌售賣不安全摺椅和摺櫈
，海關將有關樣本送交政府化驗所，以英國有關標準，測試
座椅強度、耐用程度和安全性。在測試中，摺椅其中一隻金
屬腳折裂，並幾乎與承托架分離，螺絲釘鬆脫；摺櫈的櫈
腳則嚴重變形及接口爆裂。兩款產品很可能令使用者摔倒
受傷。

海關人員其後巡視該連鎖店，檢獲18張摺椅和42張摺
櫈，並向店舖發出禁制通知書，禁止其售賣有關產品。發言
人表示，為確保市面上供應的消費品符合《消費品安全條例
》，部門會繼續巡查零售店舖，並抽取樣本作安全測試。

《消費品安全條例》規定，任何人士不得進口、製造或
供應消費品，除非該等消費品符合該條例的一般安全規定，
否則即屬違法。違例者首次定罪，最高可被罰款10萬元及
監禁一年，而其後各次定罪則最高可被罰款50萬元及監禁
兩年。

【本報訊】新界社團聯會昨日發起遊行，抗議中
電每年賺取大幅盈利的同時，仍然加電費 「賺到盡」
，令市民生活百上加斤。聯會要求政府嚴格審核中電
的加價申請，做好把關者的角色，並在有關申請上增
加透明度。

新社聯理事長陳勇、副理事長陳恒鑌等多名代表
昨日在政府總部請願，希望政府在批准中電的加價時

，要考慮市民的負擔能力。新社聯又認為，基層市民
的生活仍然艱苦，而中電卻賺大錢，希望中電也要負
有社會良心和責任，不要賺到盡。

陳勇表示，中電現時經營壟斷性的電力市場，根
據《利潤管制協議》，中電每年准許賺取9.99%的利
潤，但中電卻利用協議的不足，每年都賺取大幅的盈
利收益。因此，新社聯強烈要求政府嚴格審核加價申
請，在《利潤管制協議》完成檢討前，加幅應加入公
司盈利狀況作考慮。政府亦要盡快檢討現時的協議，
並盡快研究開放電力市場。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政府穩
定樓價兩辣招之一的買家印花稅，運輸及
房屋局昨日表示，無意增加豁免條款，不
考慮讓全部股東都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香
港註冊公司，買樓時可獲豁免繳付買家印
花稅。署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邱誠武表示
，有關豁免會衍生漏洞，監察工作繁複。
不過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表示，會去信
要求政府豁免本地公司繳付買家印花稅。

邱誠武昨日在立法會書面回覆議員林
大輝的質詢表示，在法律上， 「公司」是
一個實體，獨立於其股東，政府只會區分
本地成立的公司或境外成立的公司，不會
以股東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作為分野。除
了不同形式的股份轉讓外，公司亦可藉發
行新股改變控股權，政府難以制訂一套可
有效堵塞不同漏洞的機制，而且所需監察
工作極度繁複，未必與買家印花稅的成效
相稱。

他稱政府預期買家印花稅可有效減低
非本港永久性居民買家在港買樓需求，從
而優先照顧港人買家，並在全球資金過剩
及利率超低情況下，防止樓市進一步熾熱
，確保宏觀經濟及金融體系穩定。他重申
買家印花稅是非常措施，政府會密切監察
市況，參考樓價等一籃子指標，當供求平
衡回穩後，考慮撤銷措施。

至於買家印花稅現有考慮的豁免安排
，他稱類似額外印花稅的豁免，例如免繳
稅的慈善機構的住宅物業可獲豁免。具體
建議預計明年1月提交立法會審議。

田北俊昨日召開記者會稱，自由黨認
同買家印花稅措施，但認為需在實施1年
後檢討。自由黨會去信政府，建議香港公
司購買物業時獲豁免，條件是該公司須屬
非離岸的本港公司，董事和股東都是香港
永久性居民，公司董事和股東均要簽訂法
律聲明，保證不是非本港永久居民的受託
人。若政府不接納有關建議，自由黨會在
草案提上立法會時提出修訂。

【本報訊】記者李家祺報道：為配合港鐵沙中線工程，馬頭圍道介乎
浙江街至上鄉道一段，本周日起將會實施首階段臨時交通安排，屆時6條
行車線將改為3條，並於靠背壟道增設替代路線。有區議員認為，九龍城
區交通非常擠塞，擔心減少行車線，會令交通癱瘓，甚至影響救援車輛。

為配合沙中線於馬頭圍道實施的交通措施，將會於未來4年分3個階
段進行。首階段將會於周日起開始，馬頭圍道介乎浙江街至上鄉道一段道
路，將會由6條行車線減至3條行車線，包括2條南行往尖沙咀方向，及1
條北行往觀塘方向。運輸署建議駕駛人士，北行車輛改用浙江街沿靠背壟
道再經天光道，繞過受影響的馬頭圍道，相信交通可以應付。

運輸署助理署長（策劃）盧劍聰指，現時馬頭圍道北行往觀塘方向的
道路，繁忙時間每小時約900多架次，而南行往尖沙咀方向早上每小時流
量達1,600架次，而黃昏時間每小時亦有1,300架次，相反靠背壟道每小時
流量只有200架次，相信靠背壟道可容納大部分經馬頭圍道的流量。

他稱，馬頭圍道北行線將劃分為早上 7 時至午夜 12 時的上落客貨限
制區，私家車、的士或公共小巴可於靠背壟道上落客，貨車則可於美善同
道的指定位置上落貨物，校車及保姆車應使用設於農圃道及靠背壟道的指
定上落客位和停車位，他又指，所有行經馬頭圍道受影響路段的27條巴
士線及7條專線小巴路線，將維持原有服務，原設於受影響路段的巴士站
及專線小巴站會沿馬頭圍道南北方向遷移約100多米，相信不會令區內交
通擠塞。

議員：減行車線將更擠塞
不過馬頭圍道北行只餘下1條行車線，繁忙時間較為多巴士上落客，

九龍城區區議員潘志文表示，搬遷巴士站會影響商戶生意，又認為該區的
繁忙時間，道路非常擠塞，擔心日後減少行車線，萬一遇上意外，交通會
更加癱瘓。他說： 「你依家睇到巴士站有10幾條巴士線，一次過埋站可
能唔只一架，可能有4至5架，或6至7架，好明顯會向後擠塞，最擔心
會令交通癱瘓，甚至令緊急車輛會駛唔到入嚟。」

盧劍聰表示，已有緊急應變安排，亦要求港鐵安裝24小時交通監察
系統，及有專用拖車全日候命，亦會於區內增加顯示屏提醒駕駛人士。

張炳良率航運界大連交流
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率領的香港航運業代表團正

在大連進行交流活動。代表團昨日訪問遼寧省海事局。圖
示張炳良（左）向遼寧省海事局副局長楊春（右）致送紀
念品。

大本型提供150個商舖，自9月底開
始試業至今，出租率達80%。大約130個
租戶中，70%是首次進駐房委會轄下的公
屋商場，主要是中小企業，大型連鎖店只
佔 30%。場內並特設名為 「D Zone」的
小商戶地帶，將近 7000 平方呎面積間成
多個開放式攤位，出租予小商戶，主要售
賣迎合年輕人口味的特色貨品。

為抓緊聖誕、新年的傳統上全年消費
最旺季，房署趕於本周六正式開幕，並展
開大型宣傳活動。不過，零售消費市道陰
霾滿布，內地來港遊客消費意欲下降，上
月的國慶黃金周，零售業生意未算理想，
對於旗下最大型商場在此時開業，會否擔
心業績表現，房署消息人士稱，大本型周
邊人口超過 10 萬，場內消費水平 「高高
低低」都有，迎合不同消費能力的人士。

歐式食肆瞄準中產
「始終不像銅鑼灣般着重遊客，不會

見到很多買金表、買金飾，不是針對做內
地遊客，客戶群組不同，相對較穩定。除
非經濟大風大浪，否則（消費者）都要食
飯」。事實上，大本型引入大量屋邨首次
見到的食肆，除了佔了海景靚位、以美食
廣場形式經營的 「大食代」外，並有首次
進駐房委會轄下公屋商場的食肆，例如太
興茶餐廳，該店亦是該集團全港首次出售
自製麵包作為特色，並有來自中環蘭桂坊
的歐式餐廳 「D corner」。

D corner東主劉育禧坦言，選擇落戶
公屋商場時也感到有點冒險， 「睇準油塘
附近有公務員宿舍，而且多OL（白領女
郎），中產消費力較強，但東九龍較高消

費場地偏向觀塘那邊，這邊選擇較少，不
過實際營運後是否真的有人來消費？他們
想純醫飽肚，抑或想休閒用餐？未必好肯
定。」該店定價較中環總店便宜，英式下
午茶售 148 元，午餐 68 至 98 元，晚餐五
道菜售 128 至 198 元，他稱開業一個多星
期，營業額每日上升。

靠競爭力售價與服務吸客
房署消息人士透露，大本型現時70%

商戶所簽的是有 「分成」的租約，即是初
期租金不會 「鍊到盡」，待生意額達到指
定水平時，便要向房委會攤分利潤，部分
商戶由於生意理想，已開始要繳付分成租
金。

大本型銳意掃除 「公屋味」的營運模
式，刻意與私人商場看齊，消息人士稱，
與東九龍其他大型商場例如德福商場比較
，坐落在油塘港鐵站旁的大本型，都是位
於交通樞紐地帶的大商場，但兩者仍有距
離，大本型目標以具競爭力的售價與服務
吸引顧客。至於這種營運模式會否擴展到
房委會轄下其他商場，他稱商場通常3至
5年都要變身，以免顧客感到
沉悶，房署會迎合顧
客需要改變。

銅鑼灣高檔商場
林立，被詬病當區居民
想買電燈膽、通渠水等
日用品也有困難，消息
人士稱，與大本型相連
的油麗邨商場，以售賣居
民日常生活用品為主，不
會出現顧此失彼的情況。

零售業存在隱憂之際，房屋委員會轄下旗艦級商場油塘 「大本型
」 ，將於本周六正式開幕，銳意掃除 「公屋味」 ，主打年輕時尚休閒
消費模式，更首次有來自中環 「蒲點」 蘭桂坊的食店落戶。雖然經濟
前景未明，消費市道陰晴不定，但房屋署認為該商場顧客層始終有別
於遊客區商場，目前受影響不大，平日人流錄得近2.8萬人次，假日
更接近3.5萬人次。 本報記者 梁少儀

【本報訊】房屋委員會商舖空置率顯
著改善，由高峰期錄得逾 5%的慘況，今
年截至9月底降至2.6%的歷史低位。房屋
署消息人士稱，近年努力將空置物業改變
用途，考慮過程針對地區的不同需要，
例如有屋邨的空置中式酒樓舖位改作安
老院，有屋邨就將空置街市舖位變身中式
酒樓。

消息人士稱，房署今年繼續推行策略
性措施以提升商業樓宇的吸引力，把需求
不大的零售商舖和剩餘停車位，改建作其
他有價值的用途。他稱例如深水埗南山邨

街市原本銷售有機蔬菜的舖位，已改為日
式食肆；華富二邨的中式酒樓舖位改裝為
老人院；葵青區的葵盛西與麗瑤邨就將使
用率較低的街市部分，分別改裝為面積
4,000平方呎與2,000平方呎的中式酒樓。
富山邨就將原本是快餐店的舖位，改裝為
日式零售店、便利店與生活用品連鎖店。

房署稱，透過改建和重整部分街市，
以及為長期空置檔位和舖位提供額外免租
期後，零售商舖包括舖位、檔位和熟食檔
位的整體空置率，從今年3月底4.3%，進
一步下降至9月底的2.6%。

立會促制定全面青年政策
【本報訊】立法會昨日通過由民建聯陳克勤提出的 「關

注青年人面對的學業、就業、置業及創業問題」無約束力議
案。多名議員在會上發言，要求政府制定全面的青年政策，
包括推行19年免費教育、增加大學學額以及檢討學生貸款
計劃等。政府表示，關注青年人的發展，會致力為他們提供
多方面的支援。

立法會就有關議題辯論近 7 小時，共有 34 位議員發言
。提出動議的陳克勤說，年輕人如能向上流動，將來便會有
更多有能力的人可以回饋社會。所以，他要求政府制定一個
全面的青年政策，包括增加大學資助學額、檢討對青年人的
就業培訓支援服務等。另外，不少年輕人年滿18歲就輪候
公屋，是因為年輕人覺得置業無望，希望政府可以增建公屋
，檢討他們申請公屋的制度。

署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邱誠武回應，明白年輕人對住屋
有着殷切的訴求，但同時不能忽視社會上不同階層人士對住
屋的強烈需求。在社會及公共資源有限的大前提之下，政府
要顧及社會其他人的情況，以確保資源是按輕、重、優、次
，並且以公平和合理方式去分配給最有需要的市民。

買
家
印
花
稅
暫
不
增
加
豁
免

配合沙中線 馬頭圍周日起改道
由漆咸道北往馬頭圍邨行車替代路線

新社聯促嚴審中電加價

房署腦筋急轉彎 吉舖減半

▲馬頭圍道
介乎浙江街
至上鄉道一
段道路，將
會由六條行
車線減至三
條行車線，
建議駕駛人
士改用浙江
街，沿靠背
壟道再經天
光道，繞過
受影響的馬
頭圍道

▲日後港鐵沙中線落成後，馬頭圍站位於落山道及炮仗街出入口的
模擬圖

▲房委會轄下油塘商場 「大本型
」 將於本周六正式開幕，場內已
有聖誕裝飾

▲ 「大本型」 天台變身兒童樂園
，飄雪營造聖誕氣氛

本報記者梁少儀攝

▲蘭桂坊的歐式西餐廳D corner 首次落戶公屋商場，東主劉育禧
（右三）坦言冒險，但開業首兩星期生意理想 本報記者梁少儀攝

▲新社聯理事長陳勇（左二）、副理事長陳恒鑌
（左四）等多名代表昨日在政府總部請願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海關要求停售兩款不安全 「實惠」 牌摺櫈（左）和摺
椅（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