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疫基金不涵蓋美食車
在昨日的立法會大會上，有議員關注政府未來對旅

遊業的支援計劃，期望政府進一步增撥支援，協助旅
遊業及其他周邊行業。旅遊界議員姚柏良表示，行政
長官近日宣布推出第5輪防疫抗疫基金措施，協助受
疫情影響的旅遊業。他表示今次政府反應迅速，不少
旅遊業界人士反映已收到通知，但對旅遊業而言僅屬
杯水車薪，期望政府能為旅遊業有系統地作出政策規
劃及提供持續支援。

邱騰華指出，政府過去透過不同方法希望協助業
界，先後投放 34 億元，以直接及間接方式，支援旅
遊業及相關從業員，包括提供 1900 個臨時職位，讓
業界人士在檢測中心工作，保持收入。當局在防疫

抗疫的前提下，為業界提供有限度營運空間，包括
重開兩個主題公園、推動綠色旅遊及郵輪公海遊，
盡可能發展本地旅行團，除了協助業界，鼓勵本地
旅遊，開發更多本地新景點，為本港旅遊業長遠作
打算。

財爺對再派消費券持開放態度
邱騰華續指，美食車計劃發展未能達致政策目標，

政府決定結束先導計劃，但會延長計劃約4個月至今
年6月1日，讓美食車營運者有充裕時間作出相應安
排。他表示，由於美食車的營運不受新一輪收緊措施
直接影響，因而並不涵蓋在第5輪抗疫基金措施的範
圍內。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下月發表，對於會否再派發電子
消費券，陳茂波稱特區政府必須作審慎和通盤考慮，
包括社會及經濟情況，疫情反覆對社會民生帶來的影
響，以及當前的財政狀況等，以確保措施能符合香港
的整體利益。他表示，現階段會持開放態度，若最終
發放新一輪電子消費券，不一定照跟上次安排，可考
慮讓更多電子支付工具加入。

相信通關後可再振經濟
陳茂波續指，政府已向630多萬名合資格人士發放

總額約300億元電子消費券，相信對經濟復蘇及提振

有正面效果，零售業及餐飲業務按年增長、勞工市場
改善，失業率亦見回落。截至去年12月，參與計劃的
4個電子消費平台一共新增470萬個用戶，大批商戶採
用服務，進一步推進電子支付服務普及化；雖然未回
到 「黑暴」及疫情前水平，相信日後與內地 「通
關」，本港經濟能再得到改善。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回應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中保育
用地的質詢表示，為了確保3個新濕地公園的範圍和
管理模式，漁護署會在今年內進行策略可行性研究，
敲定新保育公園的具體位置，務求發展和保育並全。
他指，當局會與環境局共同討論濕地緩衝區的問題，
希望在不減少濕地的前提下，作適量的發展。北部都
會區分為多個細部分，部分區域已經開始發展，有信
心在未來數月內開展新區域的研究。

立會通過緊急時可遙距開會
另外，立法會昨日亦通過兩項決議案，授權立法

會會議或委員會會議，在指明的期間內，可按照議
事規則，由立法會決定的方式遙距進行會議。提出
動議的內會主席李慧表示，兩項決議案是讓立法
會能夠在疫情嚴峻時做好準備，並在緊急及有需要
時繼續履行立法會職能。她指，秘書處已確保遙距
會議程序符合相關要求，又希望秘書處能處理好技
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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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冀系統規劃持續支援
港府已投34億撐旅業

【香港商報訊】教育局宣布，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
會將於今年5月1日正式結束。教育局發言人說，隨
政府及教育專業機構的服務在過去近30年不斷發
展，議會擔當有關維持教師專業操守和促進教師持續
專業發展的職能，與成立之初已經不可同日而語，當
局經諮詢教統會意見後，決定當現屆成員任期於4月
30日屆滿後，議會將正式結束。

發言人表示，在提升教師專業操守及加強教師持續
專業發展方面，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CO-
TAP）於2013年成立，成員包括前線教育工作者、專
上院校的專家學者、家長及社會人士。COTAP一直
就業界的專業發展政策及措施，向政府提供意見，並
按需要進行相關的教育研究及推展專業發展課程，以
促進教師及校長的專業發展。COTAP已於2018年推
出香港教師及校長專業標準參照（T-標準+），闡述
教師和校長應有的專業角色，近年亦致力推動教師專
業階梯的發展，並就落實有關措施提供意見。

當局會就教師專業操守提供清晰的指引及示例，預
期本年內完成，當局亦會提供實例，說明對失德教師
的懲處，使教師時刻注意謹言慎行，守規守法。當局
檢視教師的註冊時亦會以此作為參考。

教局跟進未處理個案
至於處理教師涉嫌專業失德的個案，發言人強

調，當局負責教師註冊，有責任做好把關工作。由
2019年6月中至2020年年底，教育局共接獲269宗有

關社會動亂的教師專業失德投訴，除了個別涉及司
法程序的個案，教育局已完成所有個案，至 2021 年
12 月底，已按《教育條例》取消 4 名教師的註冊，
以及向176名教師發出譴責信、警告信、勸喻信或口
頭提示。

與此同時，議會共接獲6宗相關投訴，涉及4名教
師，惟至今仍未有將個案提交教育局處理。發言人表

示，公眾對教師的專業操守十分關注，處理教師失德
個案實在刻不容緩，就議會未完成的個案，教育局會
聯絡有關人士作出跟進，並會繼續做好把關工作。

當局未來會加強與COTAP協作，聽取前線教育工
作者及其他持份者的意見，並繼續透過多元渠道蒐集
各界意見，致力提升教師的專業操守及加強教師的持
續專業發展。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5月結束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
道：政府再收緊防疫限制，旅遊
業雪上加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邱騰華表示，受 「黑暴」 及
疫情打擊，旅遊業是最受影響之
行業，政府過去透過不同方法希
望協助業界，先後投放34億元，
以直接及間接方式支援旅遊業及
相關從業員。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下月發表，對於會否再派發電子
消費券，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
示，特區政府必須作審慎和通盤
考慮，現階段會持開放態度。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運輸及房屋局
昨日表示，第5輪防疫抗疫基金向跨境客運業提供
支援，運輸署和海事處會分別發信通知合資格跨境
巴士、跨境出租汽車登記車主和跨境渡輪營辦商有
關補貼安排。

局方指，每輛持牌跨境巴士包括口岸穿梭巴士的
登記車主可獲一筆過3萬元非實報實銷補貼，預計
可惠及約1500輛跨境巴士；每輛持牌跨境出租汽車
登記車主也可獲一筆過3萬元非實報實銷補貼，預
計可惠及約600輛跨境出租汽車。每艘跨境渡輪船
隻的營辦商則可獲一筆過50萬元非實報實銷補貼，

預計可惠及約80艘跨境渡輪船隻。

工聯促津貼資助「加碼」
另外，工聯權委昨日聯同受影響行業工會代表

到政府總部請願，促請政府為第5輪防疫抗疫基金
「加碼」，建議包括向失業/停工工友提供原有每

月收入一半、上限 9000 元與為期 6 個月的緊急現
金津貼；向受影響行業從業員發放一次性1萬元現
金津貼；津貼資助應直接發放到工友手上，並包
括自僱人士、自由工作者、零散工等；簡化程序
盡快發放補助。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會長余珍昨日表示，已去信財政司司長就2022至23年
度財政預算案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撥款加強舊區樓宇及
鄉郊村屋的防疫工作、樓宇管理；資助落實都市固體廢
物收費計劃；推動城市及物業管理行業數碼化等。

資助舊樓建業主組織管理
余珍提到，加強社區樓宇衛生工作乃防疫第一線，

部分舊區樓宇及鄉郊村屋因欠缺物業管理及清潔服
務，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成為一大隱憂，因此建議政府

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增撥款項，為有確診個案或被
納入強制檢測的上述樓宇及其周邊後巷、街道等進行
一次性全面清潔行動。她同時建議政府，撥款為願意
成立業主組織，並聘用物業管理服務的樓宇提供起動
資金，資助首次聘請專業物業管理公司或安裝閉路電
視系統作管理用途。

余珍稱學會樂見立法會三讀通過落實垃圾徵費，惟
不少舊式樓宇或鄉郊村屋因缺乏有效物業管理服務和
監察系統，因此冀望政府資助未有聘請物業管理公司
的舊式樓宇及在鄉郊業戶安裝閉路電視系統，監察非

法棄置垃圾情況，保障公眾地方清潔衛生。

填5G真空推數碼轉型
此外，本港部分舊區與偏遠地區因成本效益問題以

致嚴重缺乏光纖及發射站等設施，拖慢香港數碼轉型
步伐，因此學會建議政府為香港5G基建項目訂立長
遠及整全方案，牽頭填補網絡真空地區，並為物業管
理行業創新科技研發及裝置引入及提供更多相關基金
或資助，令物管行業、舊樓管理以至整個香港社會數
碼轉型都能受惠。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香港道教聯合
會昨日刊登訃告指出，圓玄學會會長、香港道教聯
合會會長湯偉奇博士於1月15日仙逝，享壽86歲，
將於1月29日在世界殯儀館設靈，舉行公祭，翌日
辭靈，隨即出殯。聯合會形容他 「一生儉樸，心繫
國家，奉行諸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多位局長
發表聲明弔唁，並深切哀悼，形容湯偉奇德高望
重，長年致力弘揚道教和中華文化，積極參與社會
服務，熱心公益，貢獻良多。

林鄭月娥發聲明弔唁說： 「湯博士德高望重，長
年致力弘揚道教和中華文化，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熱心公益，貢獻良多，對湯博士離世深感哀痛，謹
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向其家人和一眾道教善信
致以深切慰問。」

特首和各界人士深切哀悼
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湯博士畢生致

力弘揚道教，團結廣大道教信眾，積極參與慈善事
務和人才培育，對社會貢獻良多。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稱湯偉奇對教育貢獻良多。香
港道教聯合會是本港主要辦學團體之一，共有5所
中學、5所小學及4所幼稚園，致力栽培才德兼備的
學生，多年來育人無數，衷心感謝湯偉奇對社會的
貢獻。

民建聯選舉委員會界別立法會議員張國鈞、葛珮
帆、陳仲尼、林琳、郭玲麗和民建聯執委陳凱榮，
均對湯偉奇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貧困地區建多間「希望小學」
湯偉奇生於信奉道教家庭，對辦學不遺餘力，曾

捐贈中央民族大學計算機室、資助香港中文大學古
典精華出版計劃的研究經費等。2003年1月起擔任
香港道教圓玄學院主席、香港道教聯會主席。2008
年當選第11屆全國政協委員，並擔任民族和宗教委
員會專委。2013年獲頒授銀紫荊星章。基本法推廣
督導委員會成員、家校會前主席湯修齊是湯偉奇之
子。

湯偉奇的生意涉及洋行貿易、玩具公司等多項業
務，90年代回內地辦自行車廠，一生積極參與慈善
公益事業，2004年向廣州市花都區捐贈1200萬元人
民幣，興建 「圓玄中學」，在貧困地區捐款興建了
多間 「希望小學」。

道教聯合會會長
湯偉奇逝世終年86歲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香港中華煤氣
有限公司與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合
作，製作以保護環境為主題的原創動畫，讓孩童在
輕鬆及富趣味的動畫中學習 「環境、社會及企業管
治」(ESG)，認識低碳生活及珍惜環境資源的重要
性。因應去年首推 「綠火焰計劃—愛‧綠‧識 『
童』學天地」反應良好，煤氣公司遂再度與院校合
力製作原創動畫系列，充分體現計劃中 「以教育助
教育」的理念。

早日培養環保生活習慣
今次原創動畫的主題包括可再生能源及低碳生

活，轉廢為寶的環保概念，如介紹煤氣公司的新界
東南堆填區沼氣應用項目及醫院熱電聯供系統。煤
氣公司一直投放大量資源推動減碳，銳意發展轉廢
為寶的營運項目，而集團成員港華燃氣有限公司亦
改名為港華智慧能源有限公司，將加快發展智慧能
源解決方案。是次推出新系列的動畫，展示了公司
一向以創新及環保為本，堅持關懷社群及為不同持
份者作出貢獻的努力。

煤氣公司企業事務總監楊松坤表示，近期熱門的
ESG話題其實並非艱澀難懂的概念，保護環境、珍
惜地球資源、轉廢為寶等的綠色教育應該從小開
始，讓孩童早日培養環保的生活習慣。近日新冠疫
情嚴峻，政府再度宣布幼稚園及小學停止面授課
堂，煤氣公司於此時推出新一系列動畫，正好讓孩
童在停課以至農曆年假居家抗疫時在線上觀看，持
續學習。

煤氣推原創動畫
助孩童學習ESG

房屋經理學會倡加強舊樓管理

抗疫基金補貼跨境客運業

陳茂波（左圖）與邱騰華（右圖前排）等官員昨日於立法會大會上回應議員質詢。 記者 馮瀚文攝

工聯權委請願促第5輪防疫抗疫基金加碼支援工友。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私煙集團趁農
曆新年臨近補充貨源，從水路將大批私煙運港囤
積，準備在假期時供應私煙市場。海關在本月初開
始部署行動，先後在新界3處地方檢獲3100萬支私
煙，市值8600萬元，應課稅值5900萬元，行動中
拘捕一名男子。

一名69歲男子被捕
海關稅收罪案調查科高級調查主任葉立民昨日表

示，繼去年底聖誕前夕破獲大批私煙後，相信不法
分子趁農曆新年假期臨近，大量補充貨源穩定供
應。海關人員過去兩星期在粉嶺、元朗和青衣展開
反私煙行動，先在本月7日中午在粉嶺坪輋截獲一

輛貨櫃車，在一個 40 呎貨櫃中搜出 1000 萬支私
煙。

15日下午，關員再於元朗突擊檢查一個貨櫃場，
在場內搜出一個 40 呎長貨櫃，檢獲 1000 萬支私
煙，跟進調查後再到青衣一個貨櫃場再找到一個貨
櫃載有1100萬支私煙，拘捕一名69歲男子，他報
稱是運輸業工人，現已獲准保釋候查。

葉立民指出，調查顯示私煙從水路來港，抵港後
收藏在偏僻的貨櫃場，其後再轉運到市面出售，在
行動期間有多輛可疑車輛在貨櫃場附近巡邏，相信
作出反監視以逃避海關偵查。海關在本月至今已緝
獲5200萬支私煙，相信已成功堵截大批私煙在農曆
新年前流入市面。

海關春節前緝值8600萬私煙

海關日前檢出值8600萬元私煙。 記者 區天海攝

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湯偉奇於1月15日仙逝，享
壽8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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