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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
示，興建過渡性房屋是現屆政府的一個
突破，透過相關計劃可以加快安置居民
到環境較好的地方，並指現已覓得未來
3年興建1.5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的土
地。她提到，特區政府早前推行的土地
共享計劃，發展局正與發展商商討一些
項目，希望盡快會有結果。
林鄭月娥表示，公營部門及私營機構

各有優勢，兩者應該互補，例如部分私
人土地因欠缺道路等基建難以發展，若
私營機構與政府合作，提供土地一定的
百分比來興建公共房屋，政府可協助開
拓土地。她指，發展局已努力壓縮所需
程序，舉例東涌新市鎮由填海至成為土

地只需3年時間。

郊園建屋議題富爭議
就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的建議，林

鄭月娥指，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建屋的議
題富爭議，政府內部對此亦有所保留，
已交予香港房屋協會進行研究。據她所
知，房協因不知該如何處理，所做的工
作並不多。不過，她說不會斷言一輩子
都不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來興建房屋，
但利用相關土地建屋的程序較其他土地
開發計劃更長，屬「遠水」，並非短期
方案，強調現屆政府有其他建屋方案，
應集中火力去處理爭議性較少的建議。
對於有聲音認為葵涌碼頭有空置地

可建屋，林鄭月娥指有關說法並不正

確，因為碼頭仍然要處理大量貨櫃，
但認為葵涌碼頭要搬是「正路」，因
為今時今日葵青一帶已是市區，特區
政府要填海覓地建碼頭。雖然有意見
認為可於屬珠海市的桂山島填海建貨
櫃碼頭，但林鄭月娥坦言不可能在別
人的地方「打主意」。她又說：「明
日大嶼」計劃首階段在交椅洲的一千
公頃土地並不多，在滿足市民住屋及
建立第三個核心商業區等之後，已難
以建貨櫃碼頭。
她指，應鼓勵公私營合作推動房屋

等各方面的發展，並透露特區政府早
前推行的土地共享計劃，發展局正與
發展商商討一些項目，希望盡快會有
結果。

特首：已覓地可建1.5萬伙過渡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昨
日討論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議員指
過去兩年社會環境動盪、疫情肆虐，紀
律部隊人員均走在最前線，工作負擔及
壓力非常大，歡迎政府回應實際需要，
調整紀律部隊的薪酬。不過，由於入境
事務助理職系的入職薪酬仍較其他紀律
部隊低，議員擔心會影響士氣，建議與
其他紀律部隊看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回應時表示，已考慮了所有因
素，期望趕及在本立法年度獲財委會通
過。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入境

處的工作性質近年有大轉變，近年更需
要接受槍械培訓，入職薪酬仍然有差距

會打擊士氣。聶德權回應時指，不同紀
律部隊涉及的工種有其獨特性，入境事
務處的工時較其他紀律部隊短，加上已
經考慮不同紀律部隊的工作性質，才提
出今次的改善建議。葛珮帆認為，入境
處的工作，對維護香港和平穩定同樣重
要，薪酬調整不應與工時掛鈎。

葉太：薪酬有差距對前線不尊重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也表示，近年社

會發生的社會事件，增添了入境事務處
的工作難度，修例風波期間入境處也擔
任了「特務警察」職務，現時薪酬差距
還有距離，這對前線工作人員不尊重。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指出，若單以
工時計算薪酬，所有出席今次會議的官

員也應劃一薪金，沒有等級之分，陳克
勤認為，有關安排對入境處同工不公
平。
立法會勞工界議員潘兆平表示，有已

退休或即將退休的公務員因報告延遲公
布而未能受惠，關注到是否設立追溯
期。聶德權指，在一般情況下不會設立
追溯期，將會根據報告通過的日期實
行，當局積極爭取在本立法年度內獲財
委會通過並落實執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關注

紀律部隊效忠的問題，問及新開設公務
員學院會否加強相關的培訓工作。聶德
權指出，紀律部隊本身都有提供國情、
憲法及香港國安法的培訓，而公務員學
院也會加多有關培訓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疫情
影響香港就業市場，一眾應屆畢業
生在求職上亦一波三折。有見及
此，中電去年設立畢業生實習計
劃，為應屆畢業生提供14個範疇、
60個實習職位，為他們提供就業機
會，當中更有逾十多人在計劃後成
為見習員工留任。有關計劃今年繼
續為應屆畢業生提供機會，今日起
接受申請，8月至9月進行面試，獲
聘者9月正式上班，為期一年。
去年中電畢業生實習計劃共收到
逾500份申請，最終有60人成功錄
取，實習薪酬達一萬多元，當中有
逾十多人更成為見習員工繼續工
作。今年的計劃將於今日至8月9
日期間接受報名，其後在8月至9
月間進行面試，成功錄取者將會在
9月正式上班，為期一年。
申請表格可以在中電、各大專網
站下載。此外，實習生在實習完畢
後有機會可以通過面試留任，轉為
正職員工。

非理科生工作表現亦出色
通過實習計劃任職中電業務策略
及創新部實習生的吳浩天表示，自
己就讀社會科學系，在前年已開始
物色心儀工作，了解市場前景，惟
無人問津，直至去年疫情爆發後，
情況每況愈下，求職網站甚至一星
期都沒有更新，但畢業在即，又未
找到工作，令他倍感壓力。
直至7月，他發現中電實習生計
劃，便提交履歷參加兩輪面試，最
終獲錄取，成為部門中負責數據分
析的一員。

他指，雖然自己並非理科生，但
通過同事的指導和受到管理層的賞
識，在崗位上感受到莫大滿足感，
同時亦改善了自己內斂、不善溝通
的個性，他更將於今年9月轉為正
職。
中華電力業務信息、數據策略及

分析經理郭芝華表示，由於浩天在
申請參與計劃時的面試表現出色，
看到他對工作崗位的渴望和積極態
度，而且邏輯、解難思維亦不輸其
他理科畢業生，因此給予他實習機
會。她說，通過一年的觀察，十分
滿意浩天的工作表現和態度，其他
部門主管亦予以讚賞，因此向人事
部申請讓他留職。

課本抽象原理變具象化
同樣於去年通過實習計劃入職中

電輸電部實習生的時健寧表示，自
己是機電工程系畢業生，在大學時
期已經有相關機構向她伸出橄欖
枝，讓她畢業後可以直接入職，但
事與願違，疫情下該公司資金不
足，最終入職一事無疾而終。
她其後曾在一小型機構任職，但

卻未能將知識學以致用，於是她發
現中電的實習計劃後便毅然離職，
最終獲中電賞識。
她指，自己主要負責優化輸電系

統警報處理程序，提升輸電系統警
報的穩定性和效率，而且部門的前
輩都願意與她分享相關經驗，讓以
前在課本上抽象的原理變得具象
化，在知識、技術及人際網絡上都
獲益良多，並將於下月轉職為見習
工程師。

議員倡入境處薪酬與其他紀隊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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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正就建議推
行「管制即棄膠餐具
計劃」展開公眾諮
詢，計劃於 2025年
起首先全面禁止食肆

提供發泡膠餐具，以及禁止在堂食使用
膠叉、膠匙等各類膠餐具。環境局局長
黃錦星昨日在電台節目上指出，政府會
循序漸進推行計劃，預計在法例實施兩
年，待市場上的替代餐具成熟化及成為
主流後再落實第二階段，即連外賣也禁
止使用膠餐具，有關規管在食品外賣平
台也適用。
黃錦星表示，計劃以「循序漸進、先

易後難」方式進行管制，經評估後認為
堂食「走塑」非難事，故列入第一階
段。然而，在考慮到現時部分塑膠用具
替代品在市場未算成熟，估計需時約兩

年才可展開下一階段管制，政府會視乎
主流市場可承受價格及成熟程度再作決
定。他續說，管制即棄膠餐具是全球大
勢所趨，內地、台灣及其他經濟體亦正
向此方向邁進，認為應讓廠商公平競
爭，並相信隨着市場全面生產環保餐
具，供應商會更多樣化及量產，價格會
變得可負擔。他重申，價錢並非最大考
慮，政府最希望是鼓勵食肆及食客從源
頭減廢。
對於戶外工作人士或難以自備餐具，

黃錦星指堂食可提供可重用餐具，而外
賣亦有非塑膠的即棄餐具替代，並預料
屆時市場上的替代餐具會較成熟及主流
化。

專家料飯盒或加價1元
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在同一節目上表

示，目前飲食業生意尚未恢復正常，又
要面對垃圾徵費，對政府再擬管制膠餐
具感到擔憂。他表示，認同可持續發展
概念，惟食品外賣形式眾多，如食品工
廠可以零售形式出售即食食物，希望政
府計劃時想闊一點，不應只針對餐飲
業，同時應提供清晰指引。他說，市面
替代餐具種類多，但部分不耐用且價格
較高，有些比傳統膠餐具貴50%至一倍
不等，預計售價45元的飯盒將來或需
加價0.5元至1元。
「綠惜地球」總幹事劉祉鋒則批評，

最快要2025年才可落實首階段計劃是
「慢到不能忍受」，建議政府鼓勵食肆
提供外賣優惠「走塑」，或容許食客交
付按金借用可重用餐具，用後不用清洗
便可交還食肆，相信能更有效從源頭減
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管制即棄膠餐具 循序分階推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韵琪

香港義工聯盟社會事務基金聯同新成立的香港各界扶弱基金會昨日

聯合舉辦「2021區區有愛大行動」啟動禮，為貧困人士及基層學生提供

適切的紓困援助，緩解他們的經濟壓力。受惠對象包括社會基層人士及

學生，基金會將會成立1,000萬元的援助基金，以供不同社福機構申請，

行動期間為全港10區共1,000位基層人派發每日飯餐，為期兩個月，以

減低他們的日常支出，以及為8所中小學校的基層學生，提供新學年的新

校服等，盼透過開展本地支援計劃，建立互助互愛的社區正能量。

中聯辦副主任何靖、特區政府政務司司
長李家超等，與香港義工聯盟主席譚

錦球等出席啟動禮並主禮，為紓困行動掀
開序幕。

李家超盼打針助經濟復甦
李家超致辭時表示，新冠疫情嚴重影響
基層家庭的生計。香港要完全走出「疫」
境，要經濟真正復甦，就必須讓各行各業
回復正常運作，重拾動力。縱然香港的情
況漸趨穩定，但全球疫情時常都會有反
彈，如何恢復跨境人流和重建經濟是政府
希望做到的當前要務。政府會繼續嚴控疫
情，廣大市民亦應該盡快接種疫苗。
他表示，新冠疫情嚴重影響基層家庭生

活，他們需要各界支援以解燃眉之急，這

次活動將會給劏房戶、臨時收容所居民派
發免費飯餐，也會給基層學生派發夏季校
服和運動服，在幫助他們的同時，傳達共
渡時艱的正能量。他強調，希望社會各界
積極響應新冠疫苗接種計畫，為香港盡早
築起群體免疫屏障，走出疫情陰霾。

譚錦球勉各界關注弱勢
譚錦球致辭時表示，「2021區區有愛大

行動」是「香港義工聯盟社會事務基金」
自今年初成立以來，籌辦的首項大型慈善
活動，並與香港各界扶弱基金會攜手合
作，為香港有需要的基層市民提供針對性
的紓困服務和扶助。主要分為社區紓困、
學校迎新、社區抗疫三大範疇，項目總撥
款達1,000萬元。

他表示，香港義工聯盟社會事務基金將
繼續推動香港市民互助和奉獻精神，致力
為各階層人士提供優質的社會福利服務，
同時鼓勵社會各界關注弱勢社群，弘揚義
工精神，促進社會共融，建設美好香港。

蔡加讚：加強推廣義務工作

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會長蔡加讚致辭時
表示，香港中聯辦於今年七一期間開展了
「溫暖關愛進社區」活動，安排義工走入
基層，直接與廣大市民交流，讓社會各界
關注到貧苦大眾的生活。今年特別成立的
「香港各界扶弱基金會」，將籌備一系列

本地扶貧活動，基金會將率先捐出1,000萬
元援助基金，以供不同社福機構申請，希
望惠及更多社會基層人士。
此外，新成立的扶貧隊伍以青年為核

心，加強向年輕人推廣義務工作，讓他們
更關心社會，令香港變得更美好與和諧。

●一眾主禮嘉賓出席「2021區區有愛大行動」啟動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嘉賓義工為基層人士送上福
嘉賓義工為基層人士送上福袋袋。。

fbfb圖片圖片

◀中華電力業務信
息、數據策略及分析
經理郭芝華(左二）
向實習生吳浩天（左
一）提供工作建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中華電力變電
站建設經理譚銘
僖（左二）為實
習生時健寧（左
一）解釋相關輸
電系統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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