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鐵近年屢次出現事故，有港鐵工會
代表指出，港鐵近年發展急速，乘客量和
班次都增加，但人手未有作出相應配合，
有員工累積假期日數之多相當於沙士時期
，但同時正值退休潮，6年內有近6000人
退休。薪酬不佳亦難以吸引年輕人入行，
工會代表指出，持學位的車長入職薪酬低
於兩鐵合併前，培訓結束後僅一半學員願
意留下工作，希望與管理層設立入職薪階
機制，並一同研究人手編制。

本報記者 陳錦輝

港鐵工會冀增薪加人手

【本報訊】記者劉柏裕報道：赤角機場
發生啟用以來首宗登機橋倒塌事故！一班國泰
客機昨午載客後準備駛往跑道，連接機艙的登
機橋尾橋故障，影響頭橋一同倒塌發出轟然巨
響，連客機艙門亦被扯甩，橋上一名操作員墮
地受傷，並被橋身碎件所困，需送院救治。機
管局表示，已暫停使用所有閘口的尾橋，並進
行全面檢查。受機門損毀影響，班機旅客延誤
至今日才啟程。

受傷操作員姓葉（51歲），急救時需戴頸
箍以固定頭頸，送院期間仍然清醒。出事現場
為香港國際機場71號登機口，國泰航空一班

CX532客機，準備由香港飛往日本名古屋，乘
客連同機組人員共262名；客機為空中巴士
A330-300型。班機原訂昨日下午4時10分啟程
，航程約3個半小時，但誤點久未起飛。

及至下午近6時，所有乘客已利用連接客
機的登機橋，進入機艙安坐，航機牽引車亦與
班機連接，準備把飛機推出跑道。據悉，當時
登機橋的尾橋突然倒塌，並且撞及頭橋一同倒
下，兩橋先後墮地發出撞擊巨響；一名操作員
在橋上準備脫扣及收回登機橋，因無法走避，
從離地約一樓高位置墮下受傷，更被塌橋碎件
困住無法動彈，橋身嚴重損毀。頭橋倒塌時，

更扯甩機頭位置一道機門。
國泰發言人表示，航機上200多名乘客及

國泰員工全部安全，由於客機輕微損壞，航班
改於今晨8時30分起飛，預計在當地今日下午1
時抵達；會安排受影響乘客入住酒店及提供膳
食。

登機橋又稱空橋，橋端連接艙門，讓旅客
由機場閘口直接進入機艙。根據機管局資料，
赤角機場的登機橋分兩部分，一是固定通路
，安裝在固定支柱而延伸至機場停機坪；以及
一對與飛機連接的可調校 「活動接駁橋」。

機場登機橋倒塌一人傷

乘客班次增 難覓新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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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政府半年內兩度
出招加強樓市需求管理，對於有質疑指政府早年推
動的按揭保險計劃與需求管理措施不協調，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表示，樓市需求管理措施與按保計劃目
標一致，全面暫停按保計劃並非最理想措施，政府
已多次收緊計劃，現時計劃下協助的個案，平均樓
價約為300多萬元，不少都是 「上車」盤。

曾俊華昨日在網誌撰文指，按保計劃令銀行提
供更高成數的按揭貸款，減輕置業人士的首期負擔
，協助市民置業，自1999年推出至今，已超過10萬
個家庭受惠，其中絕大部分是首次置業人士。在過
去數年，按揭證券公司曾多次收緊按保計劃，九成
按揭的最高樓價由600萬元減至400萬元，整體計劃
只接受最高600萬元的物業。按保計劃下的平均樓價
約為300多萬元，許多均為 「上車」盤，有關修訂亦
已考慮到大部分 「上車」人士的需要。

對於社會有聲音要求全面暫停按保計劃，進一
步管理置業需求。曾俊華指，需求管理措施的目的
，不是要一刀切地壓抑需求，而是在防範風險進一
步上升的同時，透過減低部分買家的入市意欲，以
紓緩樓市供求失衡的情況，並讓置業自住的本地用
家可以優先得到供應。

【本報訊】記者李兆德報道：工聯會昨日聯同約
30名工人由遮打花園遊行至禮賓府，不滿現時強積金
對沖機制，僱主可利用累積供款來支付長期服務金或
遣散費，12年間已沖去187億元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
，其中2009年更突破25億元，十年間對沖金額激增超
過3倍。工聯會要求政府逐步降低對沖比例，盡快將議
案提交至議事歷程上討論及制定完善退休保障制度。

工聯會表示，根據積金局及立法會文件顯示，對
沖基金由2001年7月至2012年9月的12年間，一共沖走
187億元的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其中2009年更達
25.87億元，成歷年之冠。對沖金額由2002年的7.5億
元增至2011年的23.3億元，10年內對沖金額超過3倍
多的升幅，反映工人得益被嚴重剝削。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副主任葉偉明表示，現時法例
容許僱主利用對沖機制的權益，來支付長期服務金或
遣散費。以3年合約制的20歲工人為例，工人工作至
65歲退休時共會 「被沖」達15次，使合約制工人在機
制下根本不能儲錢，其次，機制造成誘因，使僱主更
易將僱員解僱，工人的權益未能得到保障。

葉偉明補充，希望行政長官能兌現 「逐步降低強
積金戶口內僱主累積供款作抵銷僱員長期服務金」的
競選承諾，讓工人被解僱後能取回遣散費或長期服務
金之餘，亦能保留原有的強積金供款，並盡快將議案
提交至議事歷程上以供討論。長遠而言，為完善退休
保障訂立制度，包括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一同供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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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促重推「全城清潔」

報價加 販商料銷量跌10%
【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3份報章加價1元後，今日

是首個工作天，報販預料報紙銷量長遠跌一成。業界擔心加
價令報販刻意維持舊價促銷，與便利店等造成惡性競爭。有
免費報紙業者則認為收費報紙加價做法不明智。

《東方日報》、《太陽報》及《蘋果日報》昨日由6元
加至7元，有報販表示，由於過去兩日正值周末，沒有免費
報紙派發，加上賽馬日刺激需求，加價對報紙銷量的真正負
面影響，要到首個星期一工作天才見真章，預計長遠銷量下
跌一成。北角街市報檔東主蔡小姐及張小姐稱，買報紙的主
要是中年或老年熟客，認為加價不會改變他們的讀報習慣，
但相信更多年輕人會轉投免費報紙。另一報檔職員林小姐則
指現時百物騰貴，報紙十多年來加1元屬無可厚非，料對生
意影響不大。

香港報販協會副主席林長富認為，市場需時間消化加價
影響，料1星期後對生意影響將逐漸浮現。免費報紙am730
創辦人施永青稱，報紙售價不足以抵銷印刷及工資等營運成
本，加價可增加報社收入，但讀者會進一步流失至免費
報紙。

《東方日報》昨評論表示，由於紙價成本及其他成本持續
上漲決定加價，《星島日報》及《明報》亦表明考慮加價。

曾德成籲屋苑各方合作
【本報訊】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表示，屋苑管理涉及

各方複雜的權益，如何保障大型屋苑小業主的權益，是屋苑
管理困難之一。《建築物管理條例》檢討委員會近日在中期
報告，就撤換屋苑公契經理人提出不同的方案建議，但各有
利弊，需在下一階段再深入研究。不過曾德成相信，只要業
主、法團、物業管理公司等各方面願意衷誠合作，定能透過
溝通解決分歧，共同為居民締造安全優質的居住環境。

曾德成昨日在網上專欄 「局長隨筆」發表題為 「群策群
力做好屋苑管理」的文章，他稱大型屋苑動輒有幾十幢大廈
，幾千以至上萬個住宅單位，不可分割業權份數以十萬計算
，業主眾多，要組織起來並不容易。

曾德成稱，檢討委員會曾考慮不同方案，例如將終止委
任公契經理人的門檻由50%降至30%，或規定公契經理人的
委任時限，並以公開招標方式委聘其後的物業管理服務提供
者；另一方案是當投票表決時，分開計算住宅和商用部分業
主的業權份數。由於方案各有利弊，檢討委員會需在下一階
段再深入研究。

【本報訊】記者李兆德報道：全港
首個 「香港感恩運動」昨日啟動，為充
滿負面情緒的社會和港人加油，鼓勵港
人 「每日一感恩」，不同機構或個人並
會提供 「感恩百萬分」義務服務，包括
有食肆於本月底推出敬老下午茶、商人
義務為老人服務、義務導師工作坊等，
宣揚感恩訊息。

「香港感恩運動」由非牟利機構自
在社發起，籌辦半年至今，有25間非牟
利機構支持。召集人施潔玲表示，香港

自1997年回歸以來，經歷多番衝擊，必
須尋找出路以扭轉社會的負能量，4月
至8月期間推出第一階段義務服務，包
括由自在社舉辦多個多元化義務工作坊
，例如減壓伸展、健腦操、親子品格理
財等。

響應參與運動的小王子集團策劃董
事蔣凌輝（見圖）表示，旗下食肆 「杏
花樓」和 「穆姑娘」將於本月底前，分
別於觀塘、東涌及佐敦店送贈長者下午
茶，希望其他食肆一同參與。

港建造業料獲准前海執業
【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國務院去年頒布的

前海政策批覆為本港建造業專業人士開啟機遇，將來
有望直接在前海註冊執業。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
港府與前海管理局已就5個工作方向擬訂框架合作意
向書，方便本港專業人士到前海提供高端專業服務，
希望短期內完成簽署審批程序，進一步探討落實措施
方法。

他表示，特區政府期望前海盡快推出實質措施，
允許香港建造業界的專業人士及企業直接在前海註冊
執業。他希望與前海管理局的框架合作意向書，可於
短期內完成審批程序並簽署，以便進一步探討落實措
施的方法。

香港鐵路管理及專業人員工會主席黃源活指出，
近年港鐵的發展和乘客量的急劇增加，但前線員工數
目未有相應增加。他以維修工作為例，指維修分為預
防性和即時性，而因為人手不足，部門需要推遲預防
性的維修服務，間接提高出現事故的機會率。

正值退休潮 6000員工離職
香港鐵路職員工會主席梁志剛更提到，港鐵員工

正值退休潮，估算由2011年至2017年間，將有6000多
名在不同崗位的員工退休。港鐵近年在內地如北京和
深圳等城市，以至澳洲和倫敦都有發展業務，抽調了
不少技術人才，未來本港有5條支線投入服務，造成
青黃不接；另外，新行政總裁上場後，提出要加強服
務質素和效率，增加班次，但人手未有相應增加，以
馬鐵為例，普遍車站只有兩名工作人員，遇到突發事
件時便難以應付。

招聘人手的另一難度在於薪酬不理想，梁志剛稱
，港鐵過去兩年平均每年增聘約5%的人手，但同期
員工薪金開支只增加約5%，反映員工薪酬沒增加，
很多人受訓後未上班已離職， 「一班人12人，受訓後
出來的可能只有5至6人，有人說考到了食環署，有人
講考到了警察、海關。」他以車長薪酬為例，現時持
學位的車長月薪為11,800元，但2007年兩鐵合併前有

關學歷的職位已達12,640元，而中五畢業生月薪在兩
鐵合併前約為10,000元，但數年間亦只增至現時
的11,250元。

長期OT影響工作質量
面對人手不足，香港鐵道從業員總工會主席張群

雄表示，每年5%新增聘人手非實質增長，當中需減
除已退休人士，員工的工作壓力很大，以一組50人為
例，當中有10%的人是臨時工，公司或以補錢或補假
的形式要求員工超時工作。香港鐵路員工總會理事長
林偉強補充，部分員工已累積假期近40日，相等於兩
鐵合併和沙士期間的情況，長期超時會影響工作質量
， 「發生事故後便要接受問話，同事都說很驚。」

工聯會副理事長、香港鐵路員工總會副理事長麥
培東表示，兩鐵合併至今，站務助理已增至近2000人

，反映有增聘常規人手的需要。他希望港鐵與員工一
同研究人手編制，設立入職薪階機制，定出增薪點，
以穩定的工作前景吸引年輕人入行。現時數個工會共
有約3200名成員，佔港鐵員工約20%，他們的調查發
現，員工普遍希望來年加薪6%至8%，工會傾向在中
間落墨，但具體仍待工會和工人商議後再定，預料在
5月會與港鐵再商討。

港鐵回應查詢時表示，公司重視與員工的溝通，
有不同渠道就他們重視的問題保持溝通，而港鐵會配
合車務運作需要適當安排人手，強調在人手策劃、員
工培訓和繼任管理等工作上有既定程序，並及早制定
招聘和培訓策略。港鐵有不同計劃招聘吸納年輕人加
入公司，現時的薪酬調整機制是參考20多個良好僱主
機構的薪酬檢討結果，機制行之有效，亦曾諮詢員工
，認為港鐵的薪酬水平在市場上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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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H7N9疫情惹
起全城關注，市民發現街邊死雀即如驚弓之鳥，
令各區雀屍報告激增，但有小學上海交流團無懼
疫情如期出發，學生隨身帶備口罩及潔手液，學
校表示會加強量體溫等預防措施。另自安徽回港
後發燒懷疑中招的女嬰終證實虛驚一場。民建聯
則呼籲政府重推全城清潔大行動，提醒市民注重
個人衛生。衛生署強調本港至今沒有人類感染甲
型流感H7N9個案。

15個月大女嬰前日回港後發燒個案，證實沒
有染上H7N9流感，衛生署對其及家人呼吸道樣
本進行初步化驗後，證實甲型流感H7呈陰性反應
，但女嬰及父親對甲型流感H1則呈陽性反應。該
家庭上月18至31日到安徽曾入住飼養家禽農場，

前日回港後發燒咳嗽及流鼻水，入住瑪麗醫院隔
離病房現時情況穩定。署方強調本港至今沒有發
現人類感染甲型流感H7N9個案。

公眾憂慮持續升溫，多區昨續接獲死雀報告
，食環署派出身穿保護袍人員處理，檢走至少7
隻雀屍並在現場消毒。昨晨8時中環機利文新街
近皇后大道中有3隻死雀屍路邊，元朗港頭村
、旺角西洋菜南街、將軍澳調景嶺港鐵站外、沙
田威爾斯醫院護士宿舍對開、九龍灣啟德大廈外
亦先後有市民報告發現雀鳥屍體。工作人員指出
，市民或擔心H7N9疫情擴散，發現路邊死鳥比
平時更主動報告，令最近數目大幅增加。

滬疫情雖擴散無礙港人外遊意欲，上水惠州
公立學校上海四日交流團昨晨如期出發，29名學

生由校長及2名教師帶隊，1名學生因家長擔心而
退出。學生隨身帶備口罩及酒精潔手液，有家長
臨行叮囑子女多洗手及不要亂吃東西。校長表示
已因應疫情更改行程，如取消外灘行程改為車內
觀景，每晚為學生量體溫並要求旅行社每日為車
廂消毒。他對內地衛生措施表示信任，如當地學
生沒有戴口罩，本港學生也不會戴。

民建聯昨到政府總部外請願，立法會議員葉
國謙及區議員認為沙士發生十年後市民衛生意識
減弱，建議政府再次舉辦 「全城清潔大行動」，
並加強宣傳教育工作，例如定期舉辦全港屋苑清
潔比賽、訂立每月全港家居及社區清潔日、制訂
18區社區環境衛生指數等，以喚醒市民關注環境
及個人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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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匡涉非法集結被捕
【本報訊】社運人士楊匡昨日傍晚約6時在金鐘被警方

帶走，警方控告他一項非法集結罪，本月29日在東區裁判法
院提堂。

警方表示，楊匡涉嫌干犯 「非法集結」罪行，諮詢法律
意見後，昨午將他拘捕，當局會對同案另外兩男一女，作出
拘捕及檢控行動。據知，涉及的案件是去年4月1日在西區進
行的一項示威活動。

工聯促降強積金對沖比例

香港感恩驅走社會負能量

▲ 港鐵工會代
表希望與管理
層設立入職薪
階機制，並一
同研究人手編
制 資料圖片

▲工聯會表示，對沖基金由2001年7月至2012年
9月的12年間，一共沖走187億元的長期服務金或
遣散費。

▲一名操作員墮地受傷
，需送院救治

▲頭橋倒塌時，更扯甩
機頭位置一道機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