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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快測要求
下月或可取消

點餐及電器銷售
網購投訴上升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消委會總幹事黃
鳳嫺昨日在電台節目表示，在疫情期間，涉及點餐服
務、電器銷售的網購投訴數字上升，主要涉及遲遲未
送達或無法退貨等。她認為，是否立法規管網購，需
要視乎商戶操守和服務質素。

主要涉運送延誤退貨問題
黃鳳嫺坦言，消費者亦有責任看清楚條款。去年消

委會接獲逾3萬宗投訴個案，當中以食肆和娛樂的投
訴最多、佔約 1700 宗，較上一年上升 43%，包括點
餐或推廣優惠溝通不清楚，以及主題公園的條款變更
等。而第二位為旅遊方面，電器用品則排第三。至於
有關物業投訴的個案，雖然只有300多宗，但涉及金
額高達7.3億元，主要與物料或瑕疵問題有關。她呼
籲市民在購買境外物業時，需注意有關條款。

黃鳳嫺提到，消委會去年成功調停64%個案，涉及網
購的調停成功率高達七成。她說，涉及網購的投訴，約
佔去年整體投訴個案約三分之一，主要涉及運送延誤或
沒有送達的問題，第二則是電器退貨和合約的問題。

此外，在過去兩個月，涉及機票的投訴有所上升，
主要是因為日本的相關政策，令航空公司更改、甚至
取消航班。黃鳳嫺建議消費者在選擇目的地前，應考
慮有關地點的政策是否經常轉變，並預留時間，以處
理突發情況。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現時學校教職員及
學生在回校前，需要進行快測。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昨日
透露，相關安排或維持至月底。她表示，政府徵詢過專
家意見，認為疫情無大變化下，下月有機會可取消。

上周三(8日)起，內地跨境中學生全面恢復回港上
課。蔡若蓮表示，口岸運作非常暢順，但蓮塘／香園
圍口岸的巴士班次可能較疏，以致有學生遲到，當局
已向巴士公司反映，會再作調節，她提醒學校靈活處
理。她續稱，正安排乘搭跨境校巴的學生，可以免落
車過關，當局亦已向香港和跨境校巴批出通行證。

跨境學生領健康碼有特別安排
香港前往內地的人士，需要完成健康申報，領取

「健康碼」。蔡若蓮表示，深圳當局會作特別安排，
讓家長為子女先領取 「健康碼」，再截圖傳給校車保
母打印，集體在口岸辦理。她說，跨境學生大約有2.1
萬人，即使經歷疫情，數字亦相若，部分家長可能早
前已安排子女在內地借讀，這批學生稍後亦會回港上
課。她提醒學校不要急於要求學生追學習進度，她留
意到有學校已安排協助學生適應和融入校園的活動。

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名譽臨床副教授關日華表示，
復課後，香港嚴重個案並無增加，認為疫情整體仍然
受控。不過，由於現時屬觀察期，他建議學生繼續每
日做快測及量體溫，並持續留意有沒有出現病徵。

專家估最快3月撤口罩令
此外，對於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表示，當香港過渡了

冬季流感高峰期風險後，將積極考慮取消口罩令，政府
專家顧問、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隆估
計，最快3月可以取消口罩令。他指出，今年流感個案
不算太多，同意待高峰期過後才取消口罩令，而隨疫
情放緩，院舍等較高風險地方都可以考慮逐步容許院友
及訪客毋須戴口罩。但他同時認為，即使解除口罩令，
市民若患上傷風、感冒等，亦應自覺佩戴口罩。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記者昨日在港鐵
癸卯兔年新春傳媒團拜上獲悉，為宣揚環保信息，建
設美好未來，港鐵特別設計製作的綠色大使 「綠鐵
B」（Green T Baby）將於13日正式與市民見面。

「綠鐵B」卡通形象可愛，設計突出環保綠色，頭
上頂小幼苗，寓意感應綠化行動，心形鼻哥閃亮提
示有人需要幫助，法寶袋擁有綠化工具，其背後的風
車亦宣示了綠色能源的信息。

港鐵團拜會上率先介紹
昨日的團拜會上，港鐵主席歐陽伯權介紹，近年來

公司為未來不斷作出創新與改變，強化三大策略支
柱，包括香港本地業務、內地及國際業務、運用科技

等拓展新增長引擎；同時還特別重視將ESG（環境、
社會及管治）理念融入到業務發展及管理當中。他對
相關工作都特別緊上心，親力親為，全力參與。

歐陽伯權說， 「綠色環保好重要，大家都多做一
點，就會讓生活環境好一點。」公司提出了在三大範
疇的社會及環境目標，即促進 「社會共融，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發展及機遇」，而推出 「綠鐵B」正是傳
遞了這一重要信息。

同時，港鐵亦介紹了 「退役列車保．傳計劃」，從保
育和活化兩方面，通過原卡保育、車廂及部件的循環再
用和升級改造等，令退役列車得到 「第二生命」。

另外，港鐵還向傳媒講解了如何積極運用大數據，
包括日常營運數據，車軸溫度感應系統探熱數據、智

能列車及軌道動態性能系統數據、架空電纜實時監察
系統數據、車廂載客數據等，抓住 「黃金兩小時」，
提升營運和維修效率。數據中心至今已經為約30套系
統建立了數據存設庫。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2019年11月，
大批 「示威者」非法佔據香港理工大學而被警方包
圍，8人涉嫌意圖協助校園內的 「示威者」從水渠逃
走而被捕，被控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等罪，前 「熱血公
民」成員鄭錦滿於受審時被加控暴動罪。案件昨日在
區域法院判刑，鄭錦滿被判囚3年8個月，其餘7人
則被判囚7至13個月。

7被告協助罪犯逃走判監
暫委法官鄭念慈判刑指出，香港為法治社會、和平

安寧的社區，不容暴力行為，特別是針對執法人員，
而理大暴動規模不小，人數極多，不少人使用殺傷力
強大的汽油彈，遂以4年半為量刑起點。惟鄭官指，

控方在拘捕鄭錦滿3年後，直至去年11月審訊中途才
加控更嚴重的暴動罪，會考慮是否屬延誤檢控，因此
酌情減刑9個月，鄭錦滿同意大部分案情，再獲減刑
1個月，總刑期為3年8個月。

鄭官續指，其他被告協助罪犯逃走，對象顯然是理
大內暴動人士，一旦得逞對方便可以逍遙法外，但犯
案沒有複雜計劃或持續性，被告不認識其他人，沒有
獲益，重犯機會低，各以12個月為量刑起點，惟眾
人夥同犯案，加刑2個月。鄭官基於各被告沒有前科
及同意大部分案情，各減刑 1 至 2 個月，判處陳啟
賢、馮思睿及林泳汶監禁12個月，何志豪監禁13個
月，葉嘉祺、黃逸滔及梁祖光因認罪分別扣減至7、
10及9個月。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為數 59 人的特
區政府救援隊，昨日繼續在土耳其地震災區哈塔伊
省進行搜救行動。消防處昨日在社交網站發放片
段，顯示救援隊最新情況，展示救援隊帶同所有裝
備，已到達災場，在瓦礫堆中進行搜救，並出動搜
救犬和無人機協助。

鄧炳強：彰顯國際互助精神
從最新片段顯示，特區救援隊之前抵達災區哈塔伊省

後，與國家救援隊會合，在建立營地進行駐紮前，亦有
集合匯報，並與其他救援隊交流。片段中救援隊人員整
裝待發，帶同所有裝備登上車輛前往災場。救援隊抵達
災場時會先作風險評估，其後加入搜救行列。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媒體訪問中表示，特區政府在
接到土耳其駐港總領事館請求協助後，在短短一天就
組成了一支 59 人的救援隊，並於 8 日迅速出發。他
說，特區搜救隊由消防處副消防總長于文陽率領，成
員包括保安局、消防處坍塌搜救專隊、入境事務處及
衛生署人員。救援隊是次帶同兩隻搜索犬協助搜救，
其他裝備及救援工具共重約八噸，當中包括生命探測
器及混凝土切割工具等。

鄧炳強續說，救援隊10日晚帶同搜索犬、無人機及
兩架小型物資車，前往災場其中一個住宅區，展開搜
索及救援任務，救援隊會繼續與當地國際救援組織協
調搜救工作，務求盡最大的力量拯救更多生命。保安
局已啟動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與土耳其大使館
人員、國際救援組織，以及率先到達的國家救援隊協
調，務求讓香港特區救援隊能盡快投入搜救工作。支
援中心亦負責收集及整理所有相關的信息，協助評估

及檢視整體情況。
鄧炳強說，特區政府是次派遣救援隊參與國際救援

工作，正正彰顯國際間互相幫助的精神。他對同事自
願參加這個有一定危險性的任務非常感動，形容他們
的專業精神，令他十分敬佩，希望他們在爭分奪秒救
人的同時，亦要注意自身安全，並祝願他們早日完成
任務，平安歸來。

心理救援隊招300義工馳援
香港災後心理輔導協會（PCCN）11日表示，設立

「土耳其心理救援行動」，招募300名義工。目前正

組織專家及義工隊，前往當地提供心理救援服務，首
批專家隊或在本月到當地進行評估，其餘心理救援隊
人員擬於3至12月前往。

PCCN是香港首間專門為受情緒困擾的災民提供免
費心理治療或輔導的慈善機構，是一個跨越文化、宗
教、政治的人道救援組織。

救援隊義工要求包括，18歲以上、能克服困難、有
團隊精神及服從性強、近3年沒有心理疾病或病徵、
能管理情緒、須自費2萬港元到土耳其、年內能抽出
8天參加PCCN土耳其心理救援隊、須懂得基本英語
對話。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獨立監察警方處
理投訴委員會主席王沛詩昨日出席香港警察學院結業
會操，檢閱26名見習督察及89名學警。王沛詩致辭
時，除了讚揚警隊在2019年黑暴事件中的表現，亦
肯定警隊過去三年應對新冠疫情的貢獻。她指出，警
隊一直站在抗疫前線，與各政府部門攜手執行各項支
援工作減低疫情傳播風險，協助緩解公營醫療系統的
壓力，充分體現警隊 「忠誠勇毅，心繫社會」的座右
銘。

港秩序與安全全球排第6位
王沛詩強調監警會與警隊擁有共同目標，希望促進

香港執法體制的公平公正和專業化，以及致力提升警

隊的服務質素。自2009年成為獨立法定機構以來，
監警會透過 「服務質素改善建議」機制，向警方提出
超過200項改善建議。她樂見警隊積極合作跟進，並
推行多項優化工作，例如優化警隊程序、加強人員訓
練，運用科技等，成績斐然。

王沛詩表示，根據2022年 「世界正義工程 」法治
指數，香港在 「秩序與安全」範疇中，於全球140個
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6位，實有賴警察學院的專業培
訓，以及整個警隊的不懈努力。她期望畢業學員以
「堅志而勇為」的態度及剛柔並濟的處事方法迎接未

來的挑戰，讓警隊與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共建互信，
亦為現時香港步入全面復常，重回世界舞台作出貢
獻。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表示，香港正加緊貫徹落實中共二十大精神，並按
照行政長官李家超2022年施政報告描繪的發展藍圖，進一步提高治理
水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升自身競爭力，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
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中，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三方面工作提高治理水平
陳國基認為，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建了特區憲制基

礎和秩序，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了最有力的保
障。自己領導的 「憲法和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正
集中圍繞相關主題，如 「先有憲法才有基本法、先有
『一國』才有 『兩制』」、 「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

源於中央授權」、 「國家安全、你我有責」等，採用

線上線下多元手法開展全港性宣教，其中重點對象是
學生、教師、青年和公務員等特定群組。

陳國基提到，為了提高治理水平，特區政府至少有
三方面的重點工作。一是在落實行政主導體制的前提
下，推動行政、立法機構之間持續良性互動。 「除了
立法會前廳交流會，我還與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及
副主席定期會面，各主要官員也會主動與議員溝通，
做到議而有決、決而有行。」

二是貫徹 「以結果為目標」的精神，並就指定項目
訂立績效指標，以便監督進度和成效。 「搶人才」是
香港未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保障，該工作由其領
導。 「我們就為此訂下了績效指標。」陳國基說，近
期， 「人才服務窗口」在線平台已經運行，現有多項
輸入人才計劃得到了優化，全新的 「高端人才通行證
計劃」也已推出。

三是優化公務員管理制度。陳國基說，香港國安法
實施及完善特區選舉制度後， 「愛國者治港」原則得
以落實，社會對公務員的期望不斷提高。特區政府有
必要更新《公務員守則》，確保公務員團隊認同一套
共同信念和操守準則。此外，公務員培訓賞罰制度、
動員機制等也將會強化優化。

須更深更廣更好地發揮角色
未來五年是香港由治及興的關鍵期，陳國基表示，

香港除了作為見證者、受惠者外，也須更深、更廣、

更好地發揮參與者、貢獻者的角色。
他說， 「更深」就是香港要令 「一國兩制」事業在

香港的根基更加深厚。特區政府會繼續做好 「三個落
實」——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以及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
制。 「更廣」就是要拓展更廣闊的合作領域，特區政
府將更主動對接國家戰略，推展短、中、長期舉措，
增強香港發展動能。

「更好」則是要令香港市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彰
顯香港在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
針下維持繁榮穩定。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我對
這句話感受很深。」陳國基說，解決 「住」的問題是特區
政府施政重中之重。特區政府正在採取一系列 「提量、提
速、提效、提質」措施，造地建屋，比如推出全新 「簡約
公屋」。此外，他亦會統籌好不同政策局，互相合作、繼
續努力，共同服務好市民，解決好民生問題。

鄭錦滿暴動罪判囚3年8個月

港救援隊投入土國災區搜救

監警會樂見警隊致力提升質素

「綠鐵B」明日面世宣揚環保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新民黨主席葉劉
淑儀昨日率領該黨領導層與傳媒聚會。獲委任第十四
屆全國政協委員的該黨中委羅卓堅表示，未來會藉
全國政協這個平台，更好地服務國家，並希望可擔任
國家與香港之間的橋樑。

新民黨昨日多位領導層出席聚會，除葉劉淑儀外，
還包括常務副主席黎棟國、副主席容海恩及韓世灝
等。葉劉淑儀會上介紹，該黨中委羅卓堅獲委任為第
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現時新民黨黎棟國為第十三屆
全國政協委員，他即將退任。

羅卓堅表示，對於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感到十分
高興。他說，自己在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年時獲委任
政協，也是國家最強大的時候，而今可以服務國家，

是最適合的時候。本身從事金融、會計行業多年的他
表示，關注業界人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尤其是到大
灣區工作，而當中最重要的是相關的工作牌照。

新民黨羅卓堅任全國政協委員獲勉勵

特區政府救援隊投入土耳其地震災區哈塔伊省的搜救工作。 消防處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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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綠色大使 「綠鐵B」 形象可愛。

新民黨昨與傳媒聚會，主席葉劉淑儀(右四)介紹了獲
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羅卓堅(左一)。 記者 馮俊文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