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港府近年

致力建設無障礙社會，但社聯一項調查發

現，84%受訪長者、殘疾人士及少數族裔

平日消費時均曾遇上困難或障礙，當中以

「服務態度惡劣」為最大障礙，佔41%。

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指出，香港邁向真正

無障礙社會步伐緩慢，環境及設施因素只

是部分因素，最大障礙卻是港人冷漠、服

務態度欠佳。

服務態度惡劣最普遍

社聯去年7月至12月訪問了512名長者、

少數族裔及殘疾人士，了解他們消費時遇

到的困難，並於昨日公布首份無障礙消費

調查報告。調查發現，84%受訪者消費時

曾遇上困難或障礙，包括職員服務態度惡

劣、難以溝通及商戶不誠實等，環境及設

施障礙只列第五。

調查發現，視障人士消費時受騙的情

況最為嚴重，例如有受訪者曾以正價購

買到過期月餅或買到爛水果；另有少數

族裔到餐廳用膳時，即使有中英文餐

牌，但同樣的食物，卻在英文餐牌裡被

標示更高價錢。方敏生指出，「優質服

務」及「誠信」是被訪者選擇商戶的最

重要考量，顯示商戶一旦聲譽欠佳，便

會很快流失客戶。

社聯— 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在工業貿

易署「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撥款資助

下，昨日宣布推出「無障消費計劃」，向

香港中小企及社企推廣「優質服務．無障

關懷」理念，目前已有逾100家商戶參

與。平機會主席林煥光昨在啟動禮上指

出，香港有逾100萬名長者、少數族裔及

殘疾人士，他們都是中小企的定期及潛在

顧客，市場潛力龐大，呼籲企業及商戶要

打造好無障礙通道及設施，開拓有關市

場。

今年煙花匯演名為「龍珠獻瑞萬家歡」，

將於本月24日，即農曆年初二舉行，匯演歷

時23分鐘，共有8幕，由4艘躉船在維港海上

一字橫排，發放6噸共39,898枚煙花，創造一

個1,000米闊，300米高的煙花場景。8幕賀歲

煙花匯演以《財神到》為序幕，發放多組形

似阿拉伯數字「8」及金元寶的煙花，祝願

港人名利雙收。適逢今年是龍年，故隨後數

幕部分會以龍為主題，如「龍飛鳳舞」、

「祥龍獻瑞」、「炮聲『龍龍』」等。

較去年多7,000枚

今年發放的煙花較去年多近7,000枚，統籌
是次煙花匯演的港星煙火製作有限公司行政

總裁毛偉誠表示，增加煙花數量主因今年首
次引入煙花飄移效果，於第四幕「飛龍在天」
中，煙花會發放如一條巨大彩龍，一時向
東，一時向西，甚至「彩龍」分為2，從中
間向維港兩岸延伸，在著名歌曲《龍的傳人》
伴隨下，於維港高空「飄移飛舞」，寓意貫
通中西文化，以及張開友誼之手。

旅發局向國外宣傳

另外，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主席李鋈
麟表示，香港旅遊發展局會在外國宣傳是次
煙花匯演，會方亦會透過內地有聯繫的工商
機構宣傳，希望能吸引中外旅客來港觀賞，
帶旺旅遊業及刺激消費，預計屆時會有28萬
至40萬人到維港兩岸觀賞煙花。他又稱，已
預留100個座位予弱勢社群及長者觀賞煙花
匯演，希望不論老幼貧富，均可一睹賀歲煙
花，共慶新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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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謝雅寶）由電訊管

理局發出的公平使用守則下月13日實施。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在立法會

一個委員會上表示，電訊商實行有關守則

時，須確保顧客能在公平及合理情況下享

用服務，亦希望指引能增加電訊服務的透

明度。有議員認為，日後無限上網變成有

限上網，有誤導消費者之嫌。電訊管理局

總監利敏貞回應指，電訊商主要針對佔整

體客戶5%的高用量用戶，若發現有欺詐的

投訴，當局會作出調查。

政策針對高用量用戶

公平使用政策指引正式生效後，電訊商

要向新簽或續約客戶，說明無限上網計劃

及公平使用政策細則，若電訊商單方面更

改公平使用政策，或突然停止高用量用戶

的服務，須事前通知客戶。電訊管理局總

監利敏貞表示，有關政策主要針對高用量

用戶，一般用戶每月上網不會超出1GB，

相信不會對一般用戶造成影響。她又稱，

早前有電訊商由於單方面更改公平使用政

策，已被罰款13萬元，強調當局會嚴密監

察，若發現有欺詐的投訴，會作出調查。

此外，香港通訊業聯會昨推出全球首個

免費的遠足短訊留蹤服務。聯會副主席賴

永雄引述警方數據表示，去年首11個月共

接獲560宗行山人士的求助個案，當中不少

涉及生命危險。

為減少傷亡事故，聯會與5大電訊商合

作推出有關服務，用戶只需將郊野公園的

標距柱編號，以手機發送短訊至50222，系

統會將編號儲存3天，若不幸發生意外，

救援人員可憑資料搜救。

新 聞 簡 訊

規管電訊守則 當局嚴格執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長實欲將中
環長江中心部分停車場改建為超級巿場，
但遭城規會反對，申請司法覆核亦被判敗
訴，長實打算提出上訴，昨向高等法院申
請暫緩執行判決，阻止城規會在上訴期間
將已修訂的中區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提交
特首審批。法官批准將裁決暫緩至本月31
日，以便長實提交上訴申請。

持有長江中心地皮的長實附屬公司Turbo
Top Limited，發現長江中心停車場的800個
公眾泊車位使用率偏低，2008年6月向地政

總署申請，將78個車位改建為超市。但城
規會決定修訂中區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
將長江中心地皮原來的「商業」和「政
府、機構及社區設施」用途，改劃為「商
業(1)」，並明文規定公眾停車場須提供至少
800個公眾車位、零售用途土地不得超過
680平方米，令長實的計劃觸礁，長實於是
入稟進行司法覆核。法官芮安牟去年11月
裁定長實敗訴，指城規會基於公眾利益而
限制土地用途，藉以保護公眾資產，並不
構成剝奪私有財產，亦沒有越權。

挑戰城規會敗訴 長實准暫緩執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麗珠) 機管局早
前就興建第三條跑道諮詢公眾，73%被訪
市民表示支持，但有環保團體卻批評諮詢
文件有引導性、取樣不公，又質疑機管局
耗用500萬元廣告為市民「洗腦」。機管局
回應指出，諮詢結果能充分反映公眾意
見，廣告亦無「洗腦」意圖。

環保觸覺主席譚凱邦批評諮詢文件有引
導性，只從經濟利益角度考慮，對天然資
源耗損 墨極少，且問卷收集地點設在機
場及機管局舉行展覽的地點，不能廣泛接
觸公眾。他又表示，機管局去年6月至7月
期間在本港17份報章，共刊登102版全版廣

告，內容誇大經濟效益，淡化環保影響，
質疑機管局以逾500萬元廣告費為市民「洗
腦」。

機管局回應指，受委託進行諮詢工作
的港大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所採用的意
見收集方法是慣常做法，且除收集問卷
外，亦透過公眾論壇、立法會及區議會
會議等10個不同渠道收集意見，相信能
充分反映持分者及市民大眾意願。機管
局又指，在諮詢期間刊登報章廣告，目
的是向市民提供關於機場發展的各方面
資料，當中包括初步環境影響評估，並
無「洗腦」意圖。

機管局：新跑道諮詢無「洗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裕華）農曆

年初二煙花匯演是香港賀歲盛事，為

農曆新年增添喜氣洋洋的氣氛。今年

煙花匯演依舊在維港舉行，由灣仔中

西區工商業聯合會獨家贊助，耗資

888萬元，發放39,898枚煙花，較去

年多近7,000枚，預計有28萬至40萬

人到維港兩岸觀賞。適逢今年是龍

年，煙花匯演部分環節便以龍為主

題，主辦單位今年更創新引入煙花飄

移效果，發放形似一條巨大彩龍的煙

花，在高空「飄移飛舞」。

新年煙花精彩8幕
環節 主題 效果

第一幕 財神到 8秒密集式大匯演，以紅、綠、藍金穗環8字及金元寶形狀煙花
打頭陣

第二幕 皆大歡喜 「雙托雙變色菊花」及「變色富貴花」煙花在夜空綻開，營造
花開處處

第三幕 春天的故事 「七彩的閃爍」煙花天空展現，紅、金、綠、橙、銀色閃耀，
喻意新春好希望

第四幕 飛龍在天 4艘躉船串連，長約1,000米，發放的煙花有如巨大彩龍，在高
空飄移飛舞

第五幕 龍飛鳳舞 「五層彩環」、「拉手環帶芯」和「彩色花芯」煙花盛放，如龍
般歡躍飛揚

第六幕 百般武藝 「時雨錦冠」、「大麗花帶芯」、「五片花帶芯」和「彩色牡丹」
煙花怒放，花開遍天

第七幕 祥龍獻瑞 「旋龍」煙花在空中轉動，「拉手」煙花手牽手穿梭夜空

第八幕 炮聲「龍龍」 一連串的「彩色波浪」和「禮炮」煙花把匯演帶入尾聲，「五
片花」、「金柳」、「游星」和「錦冠」全部傾巢而出，匯演最
後50秒會以高密度的「禮炮」謝幕

資料來源：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廖穎琪

增設九東發展辦 人手編制下月審

賀歲煙花創新 彩龍飛舞夜空
發放近4萬枚 料維港兩岸40萬人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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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預測

部分時間有陽光 亦有煙霞
氣溫：14℃-19℃ 濕度：65%-85%
潮漲：10:39 (1.4m) 21:00 (2.4m)
潮退：04:01 (0.4m) 14:08 (1.2m)
日出：07:05 日落：17:56

11/1(星期三)
氣溫：15℃-18℃

濕度：70%-85%

大致多雲

12/1(星期四)
氣溫：14℃-17℃

濕度：75%-90%

多雲
有一兩陣雨

13/1(星期五)
氣溫：15℃-18℃

濕度：75%-90%

多雲
有幾陣雨

氣溫：15℃-18℃

濕度：75%-90%

多雲
有幾陣雨

空氣污染指數

0-25 輕微

26-50 中等

51-100 偏高

101-200 甚高

201-500 嚴重

一般監測站#

污染指數：40 - 70
空氣指數：中等至偏高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70 - 120
空氣指數：偏高至甚高

# 設 於 中 西
區、葵涌、觀
塘、深水 、
沙田、大埔、
荃灣及元朗。
*設於銅鑼灣
及旺角。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2℃ 33℃ 薄霧
河 內 14℃ 17℃ 多雲
雅 加 達 24℃ 31℃ 有雨
吉 隆 坡 24℃ 32℃ 雷暴

馬 尼 拉 22℃ 28℃ 驟雨
新 德 里 6℃ 18℃ 有霧
首 爾 -7℃ 1℃ 天晴
新 加 坡 23℃ 28℃ 有雨
東 京 3℃ 9℃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15℃ 21℃ 驟雨

悉 尼 19℃ 28℃ 多雲
歐洲

阿姆斯特丹 4℃ 8℃ 有雨
雅 典 1℃ 9℃ 有雨
法蘭克福 4℃ 7℃ 有雨
日 內 瓦 -1℃ 6℃ 天晴
里 斯 本 7℃ 16℃ 天晴

倫 敦 10℃ 12℃ 多雲
馬 德 里 0℃ 12℃ 天晴
莫 斯 科 -1℃ 0℃ 有雪
巴 黎 6℃ 11℃ 毛毛雨
羅 馬 3℃ 13℃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3℃ 8℃ 多雲

檀 香 山 19℃ 27℃ 天晴
洛 杉 磯 7℃ 24℃ 天晴
紐 約 -1℃ 6℃ 多雲
三 藩 市 6℃ 14℃ 天晴
多 倫 多 -3℃ 4℃ 多雲
溫 哥 華 7℃ 9℃ 有雨
華 盛 頓 0℃ 7℃ 多雲

查詢天氣：187  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7℃ 2℃ 天晴
長　　春 -24℃-13℃ 天晴
長　　沙 3℃ 8℃ 有雨
成　　都 3℃ 8℃ 密雲
重　　慶 7℃ 9℃ 有雨

福　　州 10℃ 15℃ 密雲
廣　　州 10℃ 19℃ 多雲
貴　　陽 0℃ 3℃ 有雨
海　　口 15℃ 17℃ 有雨
杭　　州 4℃ 7℃ 有雨
哈 爾 濱 -25℃-16℃ 天晴
合　　肥 2℃ 8℃ 密雲

呼和浩特 -17℃ -6℃ 天晴
濟　　南 -6℃ 3℃ 天晴
昆　　明 3℃ 17℃ 多雲
蘭　　州 -8℃ -2℃ 密雲
拉　　薩 -7℃ 6℃ 有雪
南　　昌 6℃ 9℃ 密雲
南　　京 -1℃ 6℃ 有雪

南　　寧 9℃ 15℃ 密雲
上　　海 6℃ 9℃ 密雲
瀋　　陽 -21℃ -7℃ 天晴
石 家 莊 -8℃ 1℃ 天晴
台　　北 16℃ 20℃ 多雲
太　　原 -11℃ 0℃ 天晴
天　　津 -9℃ 1℃ 天晴

烏魯木齊 -14℃ -7℃ 天晴
武　　漢 0℃ 6℃ 密雲
西　　安 -3℃ 5℃ 密雲
廈　　門 12℃ 20℃ 多雲
西　　寧 -15℃ -3℃ 有雪
銀　　川 -14℃ -3℃ 多雲
鄭　　州 -5℃ 5℃ 多雲

14/1(星期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發展局發
展機遇辦事處的營運時限，將在今年6月
底屆滿。發展局表示，辦事處是政府在金
融海嘯後推行的特別措施，專為土地發展
項目提供適切協助，由於現時經濟環境轉
好，辦事處亦已達到成立的目標，建議辦
事處在營運期屆滿後停止運作。辦事處目
前正處理及餘下的項目，將轉交發展局相
關部門負責，包括即將開設的九龍東發展
辦事處。

發展機遇辦將停運

隨 發展機遇辦事處停止運作，當局建
議開設1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接手
辦事處主任的職務，包括活化舊工業大廈
措施、促進工業區的地域更新，以及為土
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提供秘書處服務。另
外，亦會分擔目前發展局規劃地政科首長
級的職務，包括負責土地管理事宜。

發展局表示，發展機遇辦事處於2009年
中旬成立，截至去年12月底，共處理51個
擬議土地發展項目，當中32個已交予土地
及建設諮詢委員會跟進，其中21個項目獲
委員會建議政府支持，預料若落實可刺激

香港經濟，施工期間可創造1.1萬個就業機
會，營運期間則可創造4,900個長期職位。

大埔雨水工程超支逾億
為協助發展九龍東，當局亦建議成立為

期1年的九龍東發展辦事處，下月將就人
手編制建議交予立法會審批。此外，當局
於2007年9月進行的大埔雨水排放系統改
善工程，因建築材料價格及工人薪酬不斷
上漲，加上工程期間遇上惡劣土層及山洪
暴發，為工程帶來額外開支，建議財委會
增撥1.4億元的建造費。

羅湖站新措施保乘客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深圳市政府新聞辦昨日在兩會期間舉辦了
「後大運時代城市管理與社會建設創新」
新聞發布會，福田區區長楊洪、羅湖區區
長賀海濤、南山區區長余新國出席介紹相
關情況。本報記者向羅湖區區長賀海濤提
問羅湖汽車站近期發生大巴撞人包括3位
港人在內的5人死亡慘案後，羅湖區今後
如何採措施保證港人和內地同胞的出行安

全。賀海濤表示，目前，羅湖區正在優化
羅湖汽車站行車線路，並以隔離樁將行人
與大巴分開，以保證乘客安全，春運期間
將加強安全管理措施，確保境內外乘客安
全出行。

賀海濤表示，上次羅湖汽車站發生長途
大巴撞人事故，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
注，這個事件目前深圳市還在進一步深入
調查之中，但是基本的定性是明確的，它

屬於道路外交通事故，是司機在沒有乘客
的情況下操作失誤導致。

■第四幕「飛龍在天」，煙花會發放如一條巨大彩龍，於維港高空「飄移飛舞」。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供圖

■今年農曆新年煙花匯演由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獨家贊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羅湖區長賀海濤表示，正優化車站線

路，打隔離樁，確保春運安全。 深圳辦

■調查發現，長者消費時經常遇上困難或

障礙。 資料圖片

無障消費調查：84%遇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