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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摩天輪 料10月開幕
天雨延誤工程一個月 新地標冀年吸百萬客

■營運商原本預計於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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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水皇后」郭晶晶昨
日率 30 多名媽媽支持 「愛
嬰行動」，並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會面，遞上聯署聲
明，促請他在下周一的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上表態，支持
全盤落實規管奶粉銷售手法及保障母乳餵哺的《香港守
則》。高永文解釋，《香港守則》的公眾諮詢去年 2 月完
成，但因業界對 36 個月奶粉的宣傳問題有激烈爭議，故遲遲
未落實守則。他又說，未來數月會聽取議員意見，諮詢各方
後再決定是否修訂當中條例，才可落實守則。
圖：劉國權 文：文森

郭晶晶挺
「愛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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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環摩天輪」試業的時間延遲達一個
月，營運商 Swiss AEX 高級工程經理譚智城

用全球最高安全標準設計。他又指，摩天輪的設計
因應本港天氣潮濕，玻璃附有防霧設計，亦可抵受
強風，故其造價比曼谷河岸夜市 Asiatique the Riverfront的Asiatique Sky摩天輪貴一倍。

解釋，工程因過去兩個月的連場暴雨而影響進度，
目前正進行地台平整工程，料下月完成有關工程。
之後將進行摩天輪的組裝工程，部分車廂亦已運抵
香港，預計 9 月竣工。營運商稱，在獲得機電署及
消防處相關證書後，料最快10月就會投入服務。

拍拖求婚熱點擬辦徵名賽
他續說，當天文台發出 3 號強風信號或以上，以
及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或以上時，摩天輪就會暫服
務。他強調，即使遇上停電，摩天輪亦設有多個後
備電源，可於半小時內疏散乘客。
營運商透露，目前「中環摩天輪」只得英文名稱

採最高安全標準擋強風
營運商 Swiss AEX 行政總裁 Leon Snep 表示，該
巨型摩天輪在荷蘭製造，並因應香港強風天氣，採

「Hong Kong Observation Wheel」，正考慮舉辦徵
名比賽，為摩天輪命名。根據營運商早前向海濱事務
委員會呈交的資料顯示，巨班摩天輪高60米(相等於
20層樓)，共42個車廂（包括一個貴賓車廂），每個
車廂可以載8人，全程15分鐘至20分鐘，預計乘客
輪候約20分鐘內。摩天輪營運時間每日由早上10時
至晚上11時，節日則會延長服務，每名成人收費每
程100元，而每名小童則每程收費70元。
營運商預計今年除夕夜可率先舉辦元旦倒數活動，
並計劃以冰雪冬日嘉年華及農曆新年倒數等活動增加
人流，甚至與藝術家合作舉辦藝術活動，為摩天輪注
入創意元素，吸引大批遊客到海濱。加上，摩天輪廣
場有一大片草地，營運商認為，摩天輪將會是情人節
的拍拖熱點和求婚示愛的理想場合。
此外，設計亦特別強調公共空間的角色，在佔地
9,600 多平方米的摩天輪及活動廣場中，90%地區
向會公眾開放，若不乘搭摩天輪的市民，亦可享用
大片草地，欣賞維港景色。

書展主打本土味 出書教你「托大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一連 7 天的書展
於今日正式開鑼，有不少書商今年主打香港「本
土文化」，推出不同年代有關香港文化的新書。
書商一如以往以折扣優惠吸客，有的甚至低於半
價搶客。
貿發局表示，由於今年籌辦書展的成本上升，
參展商租用攤位的租金錄得輕微單位數升幅，期
望人均消費額和入場人數會增加，料今年書展入
場人數逾95萬。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市場部助理經理朱欣燦
說，近年發現愈來愈多港人關注本土文化，故今
年主題圍繞香港不同層次的文化，如生活、玩
具、行山、語言等方面。其中，重點新書為台灣
作家劉克襄《四分之三的香港》，內容介紹香港
鮮為人知的郊外風光，以及蘇萬興《老餅潮
語》，介紹廣東俗語的出處和用法，如「坐定粒
六」、「烏利單刀」、「托大腳」等。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今年亦推出一系列懷舊
香港的新書，如陳公哲《香港指南》，描述香港上
世紀30年代的人情風貌，包括香港旅行須知、交通
時間價目、中西食肆等；陳靄婷、何家騏、朱耀光
《荷李活道警察宿舍—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情》，
則介紹現時元創坊的前身「荷李活道警察宿舍」，

第二十五屆書展簡介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今年亦推出一系列
懷舊香港的新書。
劉國權 攝

當局倡規管使用高風險醫療儀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醫學美容
事故備受公眾關注，港府計劃引入規管
機制，以立法規管醫療儀器的方式，規
管使用某些特定的高風險醫療儀器。當
局又建議賦予規管當局更多法定權力，
例如施加與罪行嚴重程度相稱的罰則的
權力，以加強對私家醫院的規管。當局
期望今年下半年就改革後的規管制度進
行公眾諮詢，並計劃在 2015 年至 2016 年
度展開立法程序。
食物及衛生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文
件指出，督導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建議
以立法規管醫療儀器的方式，規管使用
某些特定的高風險醫療儀器。當局會委
託顧問深入研究有關議題，並諮詢有關
各方，包括美容業及醫療界別的意見。
小組認為，進行高風險醫療程序的日間
醫療中心應受法定註冊制度規管，且只
可由合資格的專業醫護人員在受規管的
日間醫療中心或醫院內施行；受規管的
日間醫療中心應符合一套主要的設施標
準及規定。

一系列建議規管私院

小組又建議訂立新法例，以全面的規
管措施來規管用於先進療法的細胞、組
織及醫療產品，該些措施包括處所領牌
的規定、呈報醫療事故、指定負責人、
員工需求與培訓等。
就加強規管私家醫院方面，小組亦提
出了一系列建議，包括私院須委任一名
負責人及成立醫學諮詢委員會，並引入
投訴處理制度及推廣醫院認證；同時亦
應提高收費透明度，例如應擬備收費表列明所有會
收費的項目，以及實施劃一的報價制度等，以保障
消費者權益。小組又建議賦予規管當局更多法定權
力，例如發出實務守則及施加與罪行嚴重程度相稱
的罰則的權力，以期加強實施規管標準的成效。

訪問於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曾住在宿舍住戶的
栩栩軼事，側映出當時香港的社會環境。

憂「威馬遜」逼港 打風損生意
另外，天文台指，颱風「威馬遜」料於本周四
接近本港。周啟良則稱，貿發局有應變機制處
理，會透過電台通知市民相關安排。若天文台發
出八號風球，現場售票處將於半小時內停止售
票，會場於預警發出 2 個小時後會關閉。有不少
書商均擔心，認為天雨會影響市民入場意慾，影
響其生意額。

日期
2014年7月16日至22日
開放時間 7月16日至17日(周三至周四)
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
7月18日至19日(周五至周六)
上午10時至午夜12時
7月20日至21日(周日至周一)
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
7月22日(周二)
上午9時至下午5時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票價
成人票
港幣25元
小童票
港幣10元 (小學生/身高1.22米或以下小童)
(3歲或以下小童及65歲或以上長者免費進場)
上午進場票港幣 10 元 (成人和小童同價，中
午12時前進場)，只於展會現場有售
免費進場特別優惠：凡以正價(成人$25、小童$10)
購買 7 月 16 或 17 日香港書展門票人士，憑完整票尾可
於 7 月 18 日、19 日或 20 日(周五、周六、周日) 晚上 7
時後免費進場一次
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
製表：張文鈴

迪園花車夜遊 賓客光筆互動

教聯會倡凍結中一班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被譽為中環新地標的「中環摩天輪」，營運商原
本預計於今年 9 月開始試業，但由於天雨關係和工程落後，料需延遲一個月方可試
業。營運商表示，目前正全力趕工，希望趕及 9 月完工，屆時只要獲機電署和消防
處認可，料 10 月就可開幕。營運商又指，計劃投資 2 億元，希望打造屬於香港人的
地標，目標客群亦會以本地家庭客為主，預計每年可載 100 萬名乘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升中學生人數逐年下
降，令中學面臨收生危機，問題廣受教育界關注。多
個教育團體近日接連約見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藉此表
達訴求及提供建議，期望保障學生教育質素。其中教
協昨與局方會面後引述吳克儉，表明當局承諾不會殺
校，但教協認為當局未有加強「減派」措施的力度，
難以保持穩定的中學教育。對此表示失望。將於下星
期約見吳克儉的教育工作者聯會則提出，當局應於未
來兩年凍結全港中一班級數目，以穩定教師團隊，迎
接2017年學生人數回升。
教協會長馮偉華昨引述吳克儉指承諾不會殺校，但
該會指在「減派」措施下中一縮班數仍達 47 班，質疑
局方未有加強措施力度，亦未有新做法紓緩中一收生
危機，難以保持學界穩定，對此表示失望。該會近日
發起學界聯署，要求加強中一減派及改善師生比例，
並將「開班線」由 26 人進一步降至 20 人，同時提供融
合教育加權資助，中學取錄一名融合生可相等於 2個學
額等，藉此提升教育質素。

教局：縮 40 多班僅「賬面數」

教聯會則表示，當局現有方案勢未能消減中學縮班
殺校危機，認為應凍結未來兩年中一班級數目，避免
各類中學收生錯配和免除教師壓力，亦可省卻開學後
「數人頭」的行政開支，達至教育局提出「保學校、
保教師、保實力」的目的，以迎接 2017 年學生人數回
升。
教育局發言人重申，現時縮減 40 多班中一只屬「賬面數」，
學校收生在暑假期間仍會變動，以去年為例，最終實際縮班便
較 7 月數字減少六成。局方將切實執行「三保」措施，保障收生
不足學校不會「殺校」，並與辦學團體、學校議會、校長會、
教師工會及家長團體等合作，妥善處理人口下降挑戰。

港生奧數揚威
由 6 名中學生組成的香港代表隊，參加剛於南非舉行的第
五十五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與來自 101 個國家及地區的隊
伍比賽，最終獲得四面銀牌及兩面銅牌的理想成績。港隊排
名更從去年第三十一位，躍升至第十八位。圖左起為港隊成
員拔萃男書院中五生劉振庭（銅牌）、伊利沙伯中學中四生
張偉霖（銀牌）、喇沙書院中三生于鎧瑋（銅牌）、喇沙書
院中六生許百楠（銀牌）、拔萃女書院中六生王詩雅（銀
牌）及喇沙書院中六生許百楠王慶誠（銀牌）在南非會場留
影。
文：歐陽文倩

葵涌醫院重建
首階段工程申 6.05 億

▲「迪士尼光影匯」推
夜間巡遊。
蔡雨詩 攝

▶透過最新光影技術塑造
晚間炫目景象。
香港迪士尼樂園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蔡雨詩）每次一家
大小到主題公園遊玩，總是興致勃勃，盡情享受
童話夢境，只可惜每到夜晚往往感到意猶未盡。
今年香港迪士尼樂園將推出夜間巡遊，引入光影
技術及採用 70 萬顆 LED 燈，創造 7 個主題花車並
設互動環節，是名符其實的晚間戶外跳舞派對。

光影新技術配合舞蹈演出
香港迪士尼樂園經2年籌備，將會在10月1日推
出「迪士尼光影匯」夜間巡遊，透過最新光影技
術、採用LED 燈，配合迪士尼說故事形式、演藝
人員舞蹈演出、原創音樂及服飾等，塑造晚間炫
目景象。夜間巡遊以7個迪士尼主題花車，配合演
藝人員的舞蹈及演出，駛出璀璨奪目的光影世
界。當中以米奇揮動光影畫筆劃開序幕，奇妙仙
子在高空表演作領航，而其他參與花車巡遊的隊伍
包括「怪獸公司」、「反斗車王」、「小魚仙」、
「美女與野獸」、「反斗奇兵」及「米奇」。
特別之處是花車巡遊表演中，更開放賓客與表

演者的互動環節。賓客只需購買一支「光彩畫
筆」，向表演者的服飾按下所選取的顏色按鈕，
服裝便會變色。巡遊期間有兩次互動環節，讓市
民亦能參與其中，而且下次再攜帶該筆又能再
玩。

女藝員首踩高蹺更顯優美
今次參與夜間巡遊演出的演藝人員在由美國聘
請的 3 位專業教練培訓外，更首次有女演藝人員
作出高蹺演出。華特迪士尼樂園及度假區創作娛
樂部高級節目總監華文迪表示，由於角色配合，
由女演藝人員扮演玫瑰花，更顯優美。踩高蹺演
出的表演者余嘉雯指，之前曾為舞蹈員，但今次
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踩高蹺。她表示公司有足夠訓
練和安全程序，故不擔心發生意外。
巡遊表演長達約 45 分鐘，將在煙花匯演前並考
慮在天色漸暗時舉行，效果更佳。華文迪表示，
今次表演加入很多的「首次」，不同的夜光道具
和技術，希望讓市民享受光影與驚嘆效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食物及衛生局就討論葵涌醫院重
建項目，向立法會提交文件。重建工作計劃翻新葵涌醫院 J座，以
及興建新的醫院。該重建工程建議分三期進行，撥款則分兩個階
段進行申請，首階段將就第一期工程申請約 6.05 億元，整個工程
預料於2023年完成。
為配合未來更大的服務需求，以及改善醫院內殘舊過時的設
施，食衛局建議重建葵涌醫院。重建工程計劃翻新葵涌醫院Ｌ/M
座及J座，其他現存大樓將全部拆卸。另外，瑪嘉烈醫院N座和護
理學校及宿舍亦會進行翻新，並在其現有停車場範圍內興建一座
調遷大樓，以便在葵涌醫院大樓拆卸前作服務遷移之用。

計劃建新醫院增 1,000 病床
重建工程亦計劃興建新的醫院，以容納提供全面精神科服務的
設施，包括 1,000 病床用作急症、延續護理及長期住院等。新醫院
亦會設有日間醫療中心、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服務、藥房、專職
醫療及醫務社會服務等。
葵涌醫院重建工程建議分三期進行，先準備調遷工作，然後於
調遷後，除了Ｌ/M 座及 J 座外，拆卸所有大樓及興建新的大樓，
最後拆卸Ｌ/M座及興建接駁其他主樓大樓的小型建築物。
重建工程計劃於2015年1月招標，並於同年第3季或之前完成標
書評審工作，然而再訂定實際工程預算。若2015年12月獲財務委員
會批准撥款，第一期工程預計於2016年2月展開，而第二及第三期
工程則分別於2018年及2021年展開，整個重建工程將2023年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