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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聞

立會通過禁售電子煙 陳肇始：冀吸煙率降至5%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立

法會昨日三讀通過《2019年吸煙（公眾
衞生）（修訂）條例草案》，全面禁止
電子煙、加熱煙等新型煙草產品。食物
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這是香港控
煙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公共衞生領
域一個重大成就。新法例將於刊憲後六
個月生效，政府將盡快展開宣傳工作，
衞生署及海關都會全力準備有關執法工
作。醫學界、民間團體紛紛表示歡迎全
面禁止電子煙與加熱煙。

條例草案禁止進口、製造、售賣、
分發和宣傳另類吸煙產品，包括電子
煙、加熱非燃燒煙草產品以及草本煙，
同時禁止這些產品在禁煙區內使用。

小學生吸電子煙增55%
政府去年六月公布數據顯示，本港

15歲及以上人士的吸煙率為10.2%。而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進行的一項本地
研究顯示，曾經使用電子煙的小學二年
級至四年級學生，2017至2018年較2016

至2017年增加了55%。
陳肇始稱，過去三年新型吸煙產品在

全球迅速蔓延，此現象說明控煙工作不進
則退。新法例可令這些新型吸煙產品無法
進入香港。條例草案獲通過只是開始，政
府將繼續多管齊下降低吸煙率，努力防止
出現新煙民，並致力幫助煙民戒煙，希望
在2025年將吸煙率進一步降低至7.8%，
並期望朝着5%的目標邁進。

新法例下的禁令將由衞生署控煙酒
辦公室和香港海關執行。海關負責偵測

和截查進口郵包、貨物和入境旅客，控
煙酒督察負責市區內的執法工作和跟進
海關轉介個案。

新措施初期關口放收集箱
陳肇始稱，新措施實施初期，傾向

寬鬆處理自動申報和交出另類吸煙產品
的旅客，也會考慮初期在關口放置收集
箱，供入境人士交出另類吸煙產品。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表示，由施政報告提出全禁另類煙至今

已近三年，修例過程荊棘滿途，委員會
衷心感謝條例草案最終順利通過。

港大醫學院、中大醫學院、香港藥
學會均歡迎全禁電子煙及加熱煙法案獲
通過。醫學及衞生服務界選委龐愛蘭認
為，全面禁煙有助避免兒童及青少年染
上煙癮，向公眾傳達正確訊息。

博愛醫院表示，將加強屬下戒煙服務
的支援。九龍樂善堂總幹事劉愛詩說，將
繼續積極配合政府控煙策略，在學校、企
業、地區等不同層面推廣戒煙工作。



大灣區內地城市
加薪7.5%遠勝港澳

浸大工商管理學院人力資源策略及
發展研究中心、華南理工大學等機構，
向不包括肇慶的10個大灣區城市逾10個
行業共302間公司、22.4萬名僱員進行
薪酬及福利調查。93間香港機構本年度
（去年7月至今年6月）加薪1.3%至
2.1%，有三成公司凍薪，餘下七成公
司實際加薪2.7%至3.2%。

港加薪1.3% 物管裁員最多
本港有44間機構表示本年度曾裁

員，共裁減755人，以架構重組為主
因，房地產及物業管理業裁員人數最
多，達423人；其次是工程業，裁員
142人。同期間，有42間機構共增聘
2389名僱員，物流及運輸業增聘最多
人，達701人。約一成機構退休年齡由
60歲延長至65歲。

廣東省城市有196間機構提供資
料，有95間表示本年度曾裁員，涉及
1426人，製造業裁員最多，另有143間
機構曾增聘人手，東莞最多新增人手，

涉及16125人。在10個大灣區城市中，
本年度各級員工平均薪金調整，以佛山
經理級或以上的加幅最高，達8.8%；
澳門經理級或以上加薪最低，只有
1%。

佛山和深圳薪酬加幅最高，基層至
經理級以上員工平均加薪，分別介乎
6%至8.8%，以及5.6%至8.5%；香港
及澳門加薪偏低，分別介乎1.3%至
2.1%，以及1%至1.7%。澳門機構預
測明年加薪2%至2.3%。

內地大學畢業 五年升經理
調查又指出，今年本港應屆畢業生

的平均入職薪金較去年略高，大學畢業
生最高起薪點的三大行業與去年一樣，
依次為工程界月薪17206元，資訊科技
界月薪16287元、財務會計界月薪
15604元；除資訊科技之外，均錄得升
幅。廣東省大學生最高起薪為研發及發
展，以及工程，分別為7005人民幣及
6029人民幣。

香港人才管理協會副會長梁偉佳
稱，本港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較廣東省
區高，但內地發展快，大學畢業生可以
在五年內升至經理級，港生或需10年。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近兩年，導致
本港經濟不穩。香港浸會大學昨日公
布粵港澳大灣區薪酬及福利最新調查
結果，廣東省城市的機構本年度（去
年7月至今年6月）平均加薪6.4%至
7.5% ， 下 年 度 預 測 加 薪 5.3% 至
5.8%；香港及澳門本年度及下年度加
幅均較大灣區城市低。香港88間受訪
機構表示，下年度加薪預測1.9%至
2.4%，剔除兩成凍薪機構，加幅則介
乎2.6%至3%，與本年度加薪相若。

大公報記者 張小山

【大公報訊】10月21日，中國石
化香港代表處總代表蔣振盈（右四）
一行到訪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全
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董事長姜在忠（右五）向中石化香港
代表處一行介紹了《大公報》、《文
匯報》的歷史，以及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強化兩報定位、推動媒體融合、發
展新媒體，提升媒體服務性和傳播
力、影響力的工作情況。

蔣振盈表示，此次到訪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獲益良多，對《大公報》、
《文匯報》的悠久歷史和過往發揮的

重要作用表示由衷敬佩，期待未來借
助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的平台和資源進
行更廣泛的合作交流。

中石化（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
李繼從（左四），中國石化香港代表
處副總代表葉芝俊（右二），中國石
化香港代表處總代表助理吳志橫（左
二）一同到訪。

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編輯李大宏
（右三）、執行總經理韓紀文（左
三）、副總經理姜增和（右一）、
助理總經理方明珊（左一）參加會
見。

中石化香港代表處一行
到訪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中石化香港代表處一行昨日到訪大文集團。

【大公報訊】立法會昨日三讀通
過《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
案》（條例草案），放寬引入合資格
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執業。食物及
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將立即展開
多方面工作，爭取在本月底公布 「特
別註冊委員會」 名單。她希望新法例
吸引更多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
通過新途徑留港執業，紓緩本港公營
醫療機構醫生人手不足問題。

料2040年缺1949名醫生
政府早前發表《醫療人力推算

2020》，預計醫生人手持續短缺情況
將越趨嚴峻，至2030年及2040年，將
分別短缺1610名和1949名醫生，公營
醫療醫生人手短缺尤其嚴重。

新法例下，持有認可醫學資格及
醫生註冊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本
身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或具備專科資
格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獲公營醫療
機構聘請為全職醫生後可申請成為特
別註冊醫生。前者在香港取得專科資
歷，以及兩者在公營醫療機構最少工
作五年並通過僱主評核後，可在香港
正式註冊。

新法例並容許非本地培訓、在外
地求學但未有機會實習的香港永久居

民醫科畢業生，在香港通過執業資格
試後便可在港實習。此外，新法例為
具備專科資格的有限度註冊醫生提供
加入 「特別註冊」 制度的銜接安排。
申請特別註冊人士須具備的獲認可醫
學資格名單，由醫務委員會架構下新
成立的 「特別註冊委員會」 制訂。

陳肇始表示，爭取在本月底公布
「特別註冊委員會」 成員名單，期望
委員會在明年下半年公布獲認可的醫
學資格名單。

醫管局表示，會配合政府宣傳特
別註冊制度，全力配合及支援有關專
科培訓需要。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表示，期望修
訂條例引入的新途徑，能吸引更多合
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在香港公營醫
療機構執業，藉以紓緩醫生人手短缺
的情況。

▲立會三讀通過放寬引入合資格的非
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執業。

通過引入海外培訓醫生
爭取月底納註冊名單

黃絲港鐵打牌 揭曾玩命博出位
【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道：

網上近日流傳影片，五名青年在港鐵
車廂內打麻雀，涉嫌違反港鐵附例。
大公報記者追查發現，涉事青年為求
吸引網民眼球，多次作出 「博出位」
行為，包括爬上幾十層樓高的天秤、
徒手攀上廟街牌坊頂自拍，有如玩
命。有大律師表示，部分行為涉嫌違
法，定罪可被判監。《大公報》追查
發現，涉事青年相信為激進黃絲，曾
上山展示煽暴字句。

港鐵公司回覆證實，上周三傍
晚，五名男子在旺角站登上列車後，
公然打開一張摺枱打麻雀，去到彩虹
站下車。該公司已展開調查，並呼籲
市民不應滋擾其他乘客。根據港鐵附
例第25條，若乘客對其他人構成滋
擾，最高可罰款5000元。

攀廟街牌坊 隨時「累街坊」
《大公報》發現，涉事青年在社

交媒體定時發布不同視頻和相片，為
求嘩眾取寵，經常做出極之危險的動
作，部分更涉嫌違法。其中一段視頻
於今年初上載，青年涉嫌闖入一個地
盤，爬上幾十層樓高的天秤；另一段
短片，見到一名青年徒手攀上廟街牌
坊頂，當時地面有不少途人。

「跌下來，輕則斷手斷腳，頭落地

就玩完。」 港九新界販商社團聯合會常
務副主席譚潤華表示，青年攀爬廟街牌
坊的行為很無聊， 「如果他們想引人注
意，可以參加運動取得佳績，或者參加
電視台的才藝表演，爬上高處危站拍攝
視頻廣傳，不但危險，還可能吸引其他
人模仿，不宜鼓吹」 。

破壞社會安寧 可被判監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表示，涉事青年

在港鐵車廂打麻雀，已可能違反港鐵附
例，但必須有人投訴和檢舉；闖入工地
爬上天秤，屬於擅闖私人地方，若發現
有財物損失，例如毀壞門鎖，涉事者可
能觸犯刑事毀壞罪；至於爬上廟街牌
坊，因該處屬公眾地方，已涉嫌違反公
安條例第17B的 「可能會導致社會安寧
破壞」 ，一經定罪，最高罰款5000元
及入獄12個月，一旦發生意外累及途
人，事主可循民事索償。

此外，《大公報》發現，涉事青
年曾在山上展示
煽暴字句，相關
圖片現仍在網絡
平台發布。陸偉
雄指出，圖片展
示煽暴字句，發
布人已涉嫌違反
香港國安法。

掃一掃
有片睇

▲黃絲青年公然在港鐵車廂開枱打麻雀，
涉違反附例。

青年博出位自拍涉觸犯罪行
•爬上廟街牌坊、商戶招牌│違反公安
條例，最高罰款5000元及入獄12個月

•擅闖工地爬上天秤│擅闖私人地方，
若造成物件損毀，觸犯刑事毀壞罪

•港鐵車廂內打麻雀│觸犯港鐵附例，
最高罰款5000元

•網上展示煽暴字句│違反香港國安法
「煽動」 一項

資料來源：執業大律師陸偉雄

大灣區各城市
平均加薪幅度比較

地區
東莞
佛山
廣州
惠州
江門
深圳
中山
珠海
香港
澳門
註：調查不包括肇慶

資料來源：香港浸會大學

2021年度
5.1%至5.8%
6%至8.8%
4.3%至5.9%
4%至4.9%
3.1%至4.5%
5.6%至8.5%
3.6%至5.6%
2.2%至3.6%
1.3%至2.1%
1%至1.7%

2022年度
4.5%至5.2%
5.6%至8.1%
7.4%至7.8%
3.8%至4.7%
3.9%至4.6%
6.8%至8.4%
5%至7%
5.2%至7%
1.9%至2.4%
2%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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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三讀通
過引入海外培訓醫
生的《2021年醫生
註冊（修訂）條例

草案》，多名議員都認為，並非引入
海外醫生就能解決醫生短缺問題，促
優化醫院管理局運作。

長期以來，個別人罔顧公營醫療
體系醫生嚴重短缺的事實，不顧病患
利益，被外界質疑是 「醫生霸權」 。
通過修例引入海外醫生，可打破部分
本地醫生以 「專業自主」 、 「破壞考
試制度」 等擋箭牌，有利改善公營醫

療系統的服務質素。香港人口老化，
也大大增加公營醫療的壓力，除了醫
生荒外，護士短缺亦不容忽視。

以上問題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
腳，必須未雨綢繆，就香港未來醫療
體系發展方向、公營醫療體系人手配
備、完善醫保、公私營醫療互補，特
別是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後，醫療制
度如何適應及服務大灣區港人，應進
行深入研究，確立長遠發展目標。在
特區政府恆常支出中，醫療佔比極
重，有長遠發展目標，才可善用公
帑。

善用公帑 全面檢討醫療制度
透視鏡

蔡樹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