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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墮孔洞喪生 陳國基指示跟進
日前，一名工人從一幢拆卸中樓宇位於10樓的孔洞墮下喪

生，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日在Facebook發帖表示，

他已指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聯同勞工處及其他相關部門

深入調查意外成因並嚴肅跟進，同時針對加強三方面的工作，

包括檢視並按需要修訂職安健法例及工作安全守則/指引；針

對高危工作地點加強地區巡邏、突擊巡查等工作；針對僱主、僱員及承建商等持份者加強宣傳教

育，同時對違例者從嚴處罰。他強調，今屆特區政府將集結各方力量，務求將職安健文化植根業

界以至整個社會，共創更安全、更健康的工作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針對加強三方面工作 將職安健文化植根業界社會

新作
新屆政府新屆政府

前日上午8時許，一名56歲姓洪男工人在港島半山
羅便臣道105號翡翠園10樓天台拆卸牆身及清理

泥頭期間，經過由天台直達地面、用以傾倒泥頭的洞
口時意外絆倒，失足從10樓墮下重傷，送院後證實死
亡。
勞工處前晚發出新聞稿，表示高度關注該宗致命工
作意外。發言人表示，在得知意外發生後，該處已即
時派員到意外現場展開調查，及向有關承建商發出
「暫時停工通知書」，停止其在有關樓宇的樓面孔洞
附近的所有工程，直至處方信納承建商已採取措施消
除有關危害後才可復工。
發言人表示，處方會全速進行調查，以確定意外
成因，查找有關持份者的法律責任，以及提出改善
措施。若調查發現有違例事項，定會依法處理，又
敦促有關的僱主必須履行《僱員補償條例》的補償
責任。
處方會協助死者家屬辦理工傷補償事宜，及密切跟
進有關個案。對有經濟困難的家庭，勞工處會協助他
們申請合適的緊急援助基金。勞工處亦會因應家屬的
需要及意願，就經濟或其他方面的援助聯絡社會福利
署。

陳國基：工業意外一宗都嫌多
陳國基昨日在Fb發表題為《集結各方力量 將職安

健文化植根社會》的帖文，表示自己在得悉是次意外
事件後感到痛心，對這名男工的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政府會提供一切所需支援，協助他們渡過這個艱難時
刻。同時，他已指示勞福局長孫玉菡聯同勞工處及其
他相關部門深入調查，以確定意外成因，嚴肅跟進。
如發現任何違例個案，定當依法處理。
他強調，自己高度重視工人的職安健，「工業意外

一宗都嫌多，每條人命都十分寶貴。這次意外，是否
可以避免呢？要避免工業意外，承建商和僱主在工友
開工前須作出妥善評估，制訂安全施工方案，並採取
合適的安全措施。政府絕不姑息任何因貪一時之便而
罔顧工作安全的承建商和僱主。」

研修例增巡查加強教育
陳國基表示，已指示勞福局局長孫玉菡帶領勞工處

加強三方面的工作：
一、針對職安健風險變化，檢視並按需要修訂職安

健法例及工作安全守則/指引，確保本港職安健制度與

時並進；
二、針對高危工作地點加強地區巡邏、突擊巡查等

工作，以起警惕作用；
三、針對僱主、僱員及承建商等持份者加強宣傳教

育，提高業界的職安健意識，對違例者從嚴處罰。

孫玉菡：與承建商探討減風險
孫玉菡其後通過勞福局Fb發帖表示，他對再有工人

因意外去世深感哀傷，亦對死者家屬致以最深切的慰
問。特區政府十分關注事件，並會嚴肅跟進。勞工處
在意外發生後隨即到現場進行調查，並要求承建商立
即停止相關工作。
他強調，自己已責成勞工處盡快採取一系列行動，遏

止類似意外再次發生。勞工處昨日向承建商發信及電
郵，要求他們立即檢視地盤的孔洞是否得到妥善圍封，
以保障工人安全。勞工處又正安排下星期盡快與承建商
代表會面，除了敦促他們做好職安健措施外，同時會探
討如何能夠進一步從制度上減少工人誤墮孔洞的風險。
同時，勞工處會加緊巡視興建中的多層樓宇及樓宇

拆卸地盤，若發現有不安全孔洞，定會採取嚴厲執法
行動，包括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停止相關工程
繼續進行及提出檢控。
孫玉菡表示，「我想再次提醒地盤負責人，必須做

好安全措施，保障工人。勞工處會深入調查事件，若
發現有違反職安健法例的情況，定必嚴肅處理，並將
違規者繩之以法。」

財庫局局長許正宇昨日在網誌
中透露，他將與內地監管機構研
究開展「互聯互通2.0」，其中可
考慮進一步擴展滬深港通買賣標
的，如將更多在港上市中概股納
入「南向通」等。

許正宇：牢記習主席講話為港增值
許正宇在網誌中表示，隨着香港打開由治及興的
新篇章，財庫局將成為「行動型」及「執行型」的政
策局，「我們在行政長官帶領下會牢記習近平主席
親臨香港發表重要講話中提出的『四個必須』，
『以結果為目標』奮力實現習主席寄予的『四點希
望』，全力聚焦在發展經濟、有利民生的道路上前
行。」
他表示，在以策略思維研判國際局勢及香港定
位、制訂具體工作及指標時，需要回答一個核心問
題，「財庫局要為國家和香港做什麼？在我看來答
案就是一個：為香港增值── 1.為香港賺多些；2.
為大家省多些，及3.為未來創造更多機遇。」

融通中外資本 當好樞紐角色
許正宇指出，鞏固及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十分重要。融通中外資本將可把國家與世界更緊
密連結起來，推動經濟增長及科技創新，同時以金

融力量構建各方共同參與的可持續未來。「簡而言
之，香港金融市場未來應繼續擔當全球化的『捍衛
者』及『促進者』，當好國際金融樞紐的角色，為
國家經濟與世界聯通『修橋搭路』，讓尋求發展與
增長的投資者分享國家經濟引擎的巨大紅利。」
在為香港「賺多些」方面，他表示，財庫局的核
心工作就是通過積極的政策措施，做大市場為香港
經濟及金融業界賺多些，尤其是證券市場。他透露
將會與內地監管機構研究開展「互聯互通2.0」的新
時代，配合國家及市場所需，檢視及優化項目，其
中可考慮進一步擴展滬深港通買賣標的，如將更多
在港上市中概股納入「南向通」，以及增加海外投
資者風險管理工具的選擇。
在「省多些」方面，許正宇表示，財庫局會通過
審視內部程序和活用科技，提高效率及優化治理，
減低各項成本及費用，為大家「省多些」，又舉預
計於2025年起全面運行的「積金易」平台為例，表
示局方的目標是2023年平台準備就緒後，將27個計
劃、全港約1,000萬個強積金賬戶資料陸續遷移至平
台集中處理。平台運作的首兩年強積金計劃的平均
行政成本可降低約30%，運作後10年間可量化的節
省成本高達300至400億元。
在為未來創造更多機遇方面，許正宇表示，推動

人民幣國際化是本港金融發展的重中之重。目前，
人民幣在全球中央銀行外匯儲備中不足3%，內地股

票及債券市場的外資持有佔比亦只有3%至5%，可
見未來增長空間非常龐大，故香港會繼續善用全球
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角色，持續助力人民幣國際
化的策略，積極努力落實港股通以人民幣計價等重
要舉措，並進一步研究活化離岸人民幣生態圈的更
多可能性，強化其於資本市場的應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研與內地「互聯互通2.0」做大市場賺錢

香港文匯報訊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
東昨日參觀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他肯定生產力
局近年在推動香港「再工業化」發展的工作，
協助企業轉向高增值生產及逐步升級至「工業
4.0」，並期望生產力局會繼往開來，以創新
科技提升香港製造業的競爭力，使香港的經濟
發展可以更多元化。

參觀自動化技術智能生產線
孫東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蔡淑

嫻、創新科技署署長潘婷婷昨日參觀生產力
局，生產力局主席林宣武及候任主席、立法會
議員陳祖恒陪同。其間，孫東先與生產力局管
理層會面，聽取總裁畢堅文介紹生產力局業務
的最新發展。隨後，他參觀生產力大樓內的
「香港製造」展館，以了解生產力局推動香港
「再工業化」的工作及為企業提供的支援，並
參觀了運用自動化技術的智能生產線的示範。
孫東其後到訪生產力局管理的香港電腦保安

事故協調中心。該中心負責協調本地企業及互
聯網用戶的資訊保安事故，並與本地組織及其
他地區的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保持聯繫，收
集及發放與資訊保安事故的相關資訊。香港電
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亦會就保安風險的防禦指
引和保安事故應變及復原提供意見，並提高企
業及用戶的資訊保安意識。
他其後參觀了「綠色科技館」、香港智能自

動化技術應用聯合研究中心及汽車科技研發中
心，聽取綠色科技應用項目的簡介，亦觀看人
工智能和機械人及汽車科技研發項目的示範。

陳祖恒介紹多項科研成果
陳祖恒其後在Facebook發帖表示，向孫東

局長介紹了多項科研落地的成果。在汽車科技
研發中心，中心團隊展示了「智能機械臂系統
（Roadbot 2）」的操作方式。由生產力局聯
同路政署研發的Roadbot，主要是透過全自動
機械人系統，代替人手放置和回收高速道路上
的交通圓筒和危險警告燈，研發成果榮獲多個
國際殊榮，是科研成果成功落地的佼佼者。
陳祖恒表示，新一屆政府上任不足兩星期，
由孫東局長帶領的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已馬不
停蹄聯同團隊與各持份者交流溝通。「我期望
新一屆政府能夠繼續加大力度，支援生產力局
的工作和發展，並以雙軌並行的方式，發展智
能生產及高增值產業同時，支援傳統工業升級
轉型，引領本港『再工業化』進程邁步向
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在立法
會行政長官答問大會上表示，建議每個月都在立法會舉行官員和議
員的「前廳交流會」。立法會內會主席李慧琼昨日表示，立法會主
席梁君彥正與特首辦商討「前廳交流會」的細節，並透露會取代之
前的「短問短答」環節，而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則會如常舉行。

官員議員建緊密協作關係
立法會前廳位於立法會會議廳旁，一般情況下傳媒不能進入，只容

許官員及議員入內。李家超日前在立法會答問會表示，建議每個月都
在立法會舉行官員和議員的「前廳交流會」，每次由一位司長或副司
長帶領五六位局長或相關官員到立法會前廳與議員交流及溝通，令官
員與議員建立緊密協作關係，更好地讓官員解說政策，及了解民情。
李慧琼昨日透露，梁君彥正與特首辦商討「前廳交流會」的細

節，行政長官答問大會會繼續保留，而特首何時再出席答問會有待
公布。至於之前每月30分鐘的「短問短答」質詢，李慧琼表示，
以她理解，今屆政府希望用「前廳交流會」方式取代「短問短
答」，和議員更密切交流。
她同時匯報了6月21日與時任特首辦主任、現任政務司司長陳國

基的會面情況。李慧琼表示，陳國基感謝立法會配合，在慶回歸25
周年活動上在會議方面作出的安排，並感謝立法會如期通過有關特
區政府架構重組法定程序，讓新一屆政府的完整管治班子能夠在7
月1日就任。
李慧琼又引述陳國基說，今屆立法會任期展開的上半年已通過7

項法案，並有7項法案正在審議，反映完善選舉制度後，立法會工
作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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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局長丘應樺日前到訪投資推廣署時
表示，必須向國際商界說好香港故
事，讓他們知道在中央政府全力支持
及「一國兩制」下，香港具有的獨特
優勢，以及在國家「十四五」規劃、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一帶一路」倡
議下所帶來的龐大機遇。
丘應樺日前到訪投資推廣署，聽取
投資推廣署署長傅仲森介紹促進外來
直接投資，以及協助海外及內地企業
在香港開設或擴展業務的最新情況。
投資推廣署會加大力度在海外宣傳香
港的營商環境和機遇，分享香港的最
新和真實現況，以促進更多外來投
資，協助海外企業善用香港作為連接
內地的重要平台。

助企業升級轉型營銷十分重要
昨日，丘應樺在署理工業貿易署署
長何兆康陪同下到訪工貿署綜合顧客
服務中心，其後參觀了中小企業支援

與諮詢中心，聽取工貿署人員講解部
門對中小企業的支援措施，尤其是疫
情期間的網上支援服務，又與工貿署
首長級人員會面，了解部門推動工商
業發展和提升與貿易夥伴關係的工
作，以及支援中小企業的主要措施。
丘應樺表示，中小企業是香港經濟
的重要支柱，因此締造有利的營商環
境，協助企業升級轉型和營銷是十分
重要。他勉勵工貿署同事繼續致力支
援中小企業提升整體競爭力，並協助
業界部署內地和海外營商策略，以拓
展更大的市場。

丘應樺：須向國際商界說好香港故事

◆丘應樺（左二）參觀中小企業支援
與諮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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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正宇在網誌透露，他將與內地監管機構研究開
展「互聯互通2.0」。

▶孫玉菡通過勞福局Fb發帖，對再有工人因意外去世深
感哀傷，並對死者家屬致以最深切慰問。 勞福局Fb截圖

▲陳國基表示，已指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聯同
勞工處及其他相關部門深入調查意外成因並嚴肅跟
進。 陳國基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