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廉印象指數 港居亞太第三
政界盼讓市民更了解公僕工作 加強對政府信心促進人心回歸

港大擬擴建醫學樓 造價料逾10億明年動工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

tional）於1月31日公布2022年全球清廉印

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香港以76分排名第十二位，在亞太地區排名

第三。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廉潔政府是香港的競爭優勢之

一，也是香港的營商環境得到推崇的一項主

要因素。目前，香港最需要的是促進人心回

歸，他們希望特區政府未來加強與市民的連

接，更公開地讓市民了解公務員的工作，加

強市民對政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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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顏汶羽昨日表示，本港有關外
傭的政策已多年沒有改動，加上不時有
涉及外傭、中介等方面的投訴，建議特
區政府成立外傭事宜相關的監管局，修
訂及檢討「標準僱傭合約」等。他透露
將在本月15日立法會大會提出相關議員
議案，辯論相關議題。
顏汶羽昨日與傳媒茶敘時提出一系列

建議，希望特區政府成立外傭事宜相關
的監管局，一條龍負責發牌、審批、培
訓及巡查等，成員包括政府、中介、僱
主及外傭代表。
他建議修訂及檢討「標準僱傭合

約」，包括列明外傭在香港醫療機構進
行的體檢，如不合格，僱主可解除合
約；外傭必須完成合約後返回原居地，
例如將有效證明外傭本人持有的機票作
為解釋說明，以打擊外傭「跳工」；合

約內應列明細則，協助僱主為外傭妥善
安排休息日及假日。
在中介公司方面，顏汶羽提出為中介

設評分制，為外傭設置借貸指引以及為
僱主設置資訊網站供參考。他說，自己
早前曾向勞工及福利局提出相關建議，
並引述官員指政府知悉現時外傭政策存
在不少問題，於是他提出一系列倡議，
希望獲得政府接納。

顏汶羽倡設監管局規管外傭

◆顏汶羽倡進一步完善外籍家庭傭工政
策倡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熹 攝

全球清廉印象指數（CPI）來自13項不同的腐敗調
查和評估。這些數據來源由各種知名機構收集，

包括世界銀行和世界經濟論壇，從而衡量每個國家或
地區在受賄、挪用公款、官員利用公職謀取私利而不
承擔後果、政府遏制公共部門腐敗的能力、公共部門
過多的繁文縟節可能會增加腐敗的機會、公務員中的
裙帶關係任命、確保公職人員必須披露其財務狀況和
潛在利益衝突的法律、對舉報賄賂和腐敗案件的人的
法律保護、國家被狹隘的既得利益俘獲、獲取有關公
共事務或政府活動的信息等的腐敗情況。

港得分排名與2021年相同
在2022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數中，香港得分及排名與
2021年相同，以76分排名第十二位，在亞太地區排名
第三，位列新西蘭和新加坡之後。根據排名，丹麥以
90分成為2022年世上最清廉國家，芬蘭和新西蘭則分
別以87分，並列排名第二位。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長期以來，香港的廉潔度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
廉潔政府是香港的競爭優勢之一，也是香港的營商環
境得到推崇的一項主要因素。特區政府，尤其是廉政
公署和警務處發揮了重要作用，而香港的反貪腐法律
體制頗為健全，更為重要的是反腐倡廉已經是香港文
化的一部分，是香港人普遍珍惜的價值，也為公務人
員所擁護。

議員：提升公務員士氣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成員林琳

指出，香港的清廉一直都備受讚賞，希望特區政府可
以藉今次全球清廉印象指數的公布，進一步向市民宣
傳未來優化公務員事項，同時提升公務員士氣。
她指出，今屆政府不斷優化措施，不少公務員工會

亦會主動與自己接觸，共同研究如何提升市民對公務
員的印象，而在促進人心回歸這方面，公務員團隊是
不可或缺的一環，希望特區政府未來加強與市民的連
接，更公開地讓市民了解公務員的工作，讓更多市民
感到特區政府的工作效率已有所提升，加強市民對政
府的信心。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成員謝偉

銓表示，香港的廉潔度向來在發達城市中都名列前
茅，因為香港並非只依靠刑罰達到阻嚇作用，而是在
宣傳、教育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這遠比刑罰的阻嚇

更為有效。
他指出，目前，公營機構、法定機構、以及私人企

業中的宣傳及指引已非常完善，希望未來能加強對學
生的教育，積極在教學中向學生分享實例，以及讓學
生明白貪污對整體社會帶來的壞處，從小培養學生的
社會責任感和整體意識，相信未來香港能完全杜絕貪

污，全民廉潔。
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傳宗表示，自修例風波開

始，有許多別有用心的聲音抹黑香港，稱香港已開始
腐敗，然而各種世界知名的評分顯示，香港依然得到
有公信力的機構認可。香港已進入由治及興新時代，
他希望市民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香港大學醫學院計劃在沙宣道近
瑪麗醫院的位置，擴建醫學大樓和學生宿舍以滿足師生教學和科
研需求。港大醫學院表示，新醫學大樓將設有基因實驗室、幹細
胞實驗室等多種尖端實驗室，希望擴大醫學空間與完善醫學設
施。工程項目預計明年動工，最早於2027/28學年啟用，整個擴
建工程耗資預計逾10億元，港大醫學院指政府撥款足夠應付工
程，並有信心工程能如期竣工。
為配合醫院發展計劃及提升醫療教學措施，特區政府於2018/
19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預留約3,000億元備用。政府已撥款其中
約200億元，用以進行各項短、中及長期的工程項目，以提升中
文大學、香港大學及理工大學的醫療教學。

最快2027/28學年落成
港大發展及基建總監兼院長高級顧問陳應城昨日表示，新工程
預計耗資超過10億元，現時研究團隊幾乎每星期都開會，又形容
新工程正密鑼緊鼓進行，預計明年可動工，將於2027/28學年落
成。
港大醫學院院長劉澤星表示，擴建醫學院的主要原因是港大醫
學院學生人數逐漸增多，目前的教學空間及設施不足以應付師生
的需求，「醫學院學生的人數由20年前的約1,300人，增至近年
超過3,500人，醫學院科目亦從原本的4個增至7個，現在師生的
學習空間是比較擁擠的。」
他指出，新大樓主要供高年級的醫科生使用，因為高年級醫科

生臨床時間較多，而瑪麗醫院雖是教學醫院，但還是以服務市民
為首要作用，「新大樓可給臨床的同學一個堅實的後盾。」新大
樓內將設有多個高端實驗室，包括基因實驗室、幹細胞實驗室
等。
劉澤星表示，目前香港醫療人手不足，新冠疫情期間，醫學院

在增加人手方面遇上困難，希望隨着香港復常，人手亦會逐漸重
新增加，「除了對外招聘增加人手之外，培養本地人留在醫學院
也很重要，因為醫生熟悉本地的文化是很重要，所以未來都會招
本地學生為主。」
他又希望畢業後的醫科生，能夠留在港大教授其他學生。

◆左起：劉
澤星、陳應
城昨日介紹
港大醫學院
擴建計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倩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俗稱
「棚仔」的深水埗欽州街布市場完成其
44年歷史使命，於前日正式關閉。通
州街臨時街市的新布藝市場昨日「無縫
交接」舉行開幕式，其中16戶「棚
仔」布販將遷往新場繼續營業。有特意
到來的巿民認為，新巿場攤檔布匹擺放
整齊，環境光猛，通道較闊落，容易選
購。
現場所見，新布藝市場有多個檔位被
放置雜物或空置，有檔主則在布置攤
檔，上午人流亦較疏落。有布販說，日
前才匆匆搬過來，仍未整理好檔口開
業，「上年底才獲食環署通知要遷出，
不夠時間整理好新檔口，趕及首日開
張。」布販施女士指，食環署宣傳不
足，「在棚仔那邊會多些人去逛街，昨
日（前日）睇電視才見到有宣傳指可過
來這邊（新布藝市場），平時都無（宣
傳）。」
有檔主表示，新布藝市場空氣較舊址

「棚仔」流通，環境較衞生，惟新場地
位置有點偏遠，人流較少，指若能做回
三成生意已十分高興。

街坊：「新場」較清潔寬闊
昨日特意到來買布的舊街坊黃先生表
示，新場的環境相比「棚仔」較清潔及
寬闊，「這些布（擺放）看起來很整
齊，往時（棚仔）的通道路又窄又黑，
都睇不清晰是什麼布，或者要搵布都好
難睇。」
巿民李先生亦指，新布藝巿場環境夠

光猛，又通爽，「夏天到來，就無『棚
仔』那邊辛苦了。」
新布藝市場共提供53個攤檔，每檔

平均月租1,800元。食環署表示，另有
12戶將於5月起陸續遷入，剩餘的25
個攤檔將於下周公開競投。

香港文匯報訊 《2022年職業安全及
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至今未完成審議工作，勞工及福利局近
日表示接納議員意見，將循簡易程序審
訊的罪行檢控時限，由原建議延長至1
年改為延長至9個月，而未有每星期檢
查吊重機、起重機械和吊船的罪行的最
高罰款維持在20萬元。
目前，循簡易程序審訊的罪行檢控時

限為半年，草案其中一項建議是將檢控
時限延長至1年。勞工及福利局近日提
交予立法會的文件解釋，原建議延長至1

年，目的是讓勞工處有充足時間深入調
查嚴重案件，但有法案委員會的議員提
到嚴重意外的調查應盡快完成，局方在
詳細考慮意見和檢視搜證程序後，認為
可以修訂，將之改為延長至9個月。
就草案原本建議，未有每星期檢查吊重

機、起重機械和吊船的罪行，最高罰款會
由20萬元調低至10萬元。文件指出，有
法案委員會的議員指出，近期發生了多宗
涉及機械安全的嚴重職安健意外，認為不
應該調低罰款，局方在考慮後同意維持罰
款額不變，以維持阻嚇力。

新布藝市場開幕 檔主讚環境較衞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新年度
財政預算案將於本月22日公布。立法會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霍啟剛
及選委會界別議員譚岳衡日前分別與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會面。霍啟剛建議推動
文體藝從業員帶薪培訓、增撥資助並定
期檢視「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成效
等。譚岳衡則建議研究設立大灣區開發
銀行、考慮重啟「資本投資者入境計
劃」、將持續進修基金資助上限增至3
萬元等。
霍啟剛就四大方向提出建議：一是推

動發展動能，說好香港故事；二是切實
落實青年發展藍圖；三是科技創新智慧
城市；四是關顧民生，拓闊稅基。他表
示，特區政府在謹慎理財之餘，亦必須
投資各項優勢產業，維持國際競爭優
勢，創造可持續的收益，包括要促進本
地文體演出產業發展，落實發展香港成

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等，建議包括
考慮推出更多帶薪培訓、進修計劃，吸
引專業提高文體藝業界從業員的水平，
促進文體藝人才庫的建立，以支持中外
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落實；研究建立香
港文學館，作為文化旅遊的新景點等。
譚岳衡提交的建議書以「固本強基，

開源節流」為主題，就打造創科金融體
系、完善開發性金融體系、留住資金、
推進普惠金融、維護金融安全和廣納人
才等六大方面，提出近20項建議，包括
在宏觀金融方面，研究構建「一帶一
路」國際板等；在微觀金融方面，通過
減免牌照費用、基建費用、予以人員培
訓補貼、數字化升級補貼等方式，加強
對本地中小金融機構的支援；在普惠金
融方面，新的財政年度繼續推出綠色零
售債券、銀色債券，以及擴大「跨境理
財通」參與範圍，納入更豐富產品等。

議員建議推動文體藝從業員帶薪培訓
◆ 譚 岳 衡
（左）就財
政預算案提
出近 20 項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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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 啟 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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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波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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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同意職安健例檢控期限延至9個月

▲位於通州街臨時
街市的深水埗新布
藝市場昨日投入服
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木又 攝

◆深水埗新布藝市場昨日開幕，但前來的市
民較少，較為冷清。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部分以前於欽州街布市場開檔的檔主，昨日
正式遷入深水埗新布藝市場做生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嘉賓主持剪綵儀
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木又 攝

◆國際透明
組 織 公 布
2022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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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競爭優
勢之一。圖
為通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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