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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8,000萬元六合彩中
秋金多寶攪珠將於今晚舉行。今期攪珠將有6,000萬
元金多寶，馬會估計如只有10元一注獨中頭獎，獎
金有機會高達8,000萬元，中獎幸運兒將可成為歷來
最高中秋金多寶獎金得主。
馬會表示，六合彩複式獎券一向深受顧客歡迎，

因為如選中6個攪出號碼，除可獲中頭獎外，更可
獲派其他獎項。以8個號碼的複式獎券為例，如獲
中6個攪出號碼，除頭獎外，更可獲派12個三獎及
15個五獎，合共28項獎金。資料顯示，最近7年的
中秋金多寶攪珠中，便有3人憑複式獎券獲中頭
獎，包括去年的六合彩金多寶，該名幸運兒獲中半
注頭獎，單是該半注頭獎彩金已接近2,100萬元。

中秋金多寶獨中可拎8,00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改善等候纜車時間
過長的問題，山頂纜車公司已向政府提交改善服務
及設施的研究報告，計劃將已使用25年可載客120
人的纜車，改為可載200人的纜車，並建議擴充及
翻新終點站。此外，纜車的拖曳系統亦會全面提
升，以保持行車安全及穩定性，並會更換路軌、鞏
固地基及纜車橋樑的結構。

繁忙時段8分鐘一班
山頂纜車公司提交中西區議會的文件顯示，已向

政府提交研究報告及發展計劃，建議更換纜車車
廂，令載客量由120人增至200人，並建議擴充及翻
新終點站，以便容納更多候車乘客，提供更佳的候
車環境。山頂纜車公司表示，過去一年已進行了多
項改善站外排隊安排測試，如在暑假繁忙時段，把
排隊行列由花園道噴水池範圍，遷移至山頂纜車總
站對面的紅棉路行車天橋底範圍，又在繁忙時間把
班次由10分鐘至15分鐘增至每8分鐘一班。

山頂將換纜車 可載20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本港近年
接連發生有本地導遊遭旅客襲擊事件，香
港旅遊業議會昨日召開記者會，強烈譴責
有關事件，強調絕不容忍暴力，呼籲受襲
導遊與所屬旅行社一定要報警及通知旅議
會。議會主席胡兆英強調，旅議會人員一
直按常務委員會決定執行工作，處理業界
訴求，不會偏袒任何一方。
胡兆英昨日表示，旅議會將於未來兩三

星期內約見接待內地團的旅行社，呼籲旅
行社東主不要怕事，當導遊受襲擊時要協
助報警；亦會約見已在議會登記會接待旅
客的店舖，呼籲店舖若看見導遊被襲時代
為報警，以及研究在店內外安裝「天
眼」。胡重申，絕不容忍有導遊遭入境旅
客襲擊的事件，屬下常務委員會關注導遊
安全，譴責暴力行為。

導遊收入問題應交勞資協議
對於日前有領隊要求取消服務費只屬

「建議」的字眼，但同時劃一服務費被質
疑可能抵觸《競爭法》，胡兆英回應稱，
會交由相關委員會研究，不排除撤銷現行
做法，又指導遊與領隊的收入問題，應由
勞資雙方協議，旅議會會充當協調角色。
同日，逾百名香港旅遊從業員聯會的本

地導遊在北角英皇道遊行，抗議議會總幹
事董耀中「講大話」、抹黑導遊，以及早
前處理一宗有關導遊被襲擊事件時偏幫旅
客，要求董下台。據悉，聯會原定於昨午3
時到旅議會北角會址遞請願信，期間胡兆
英聯同副主席梁耀霖及黃進達在場等候。
不過，聯會代表卻突然要求董耀中到炮台
山港鐵站外接信。胡兆英表示，議會商議
後認為在會址接信較合適，故派職員到樓
下通知對方，惟雙方堅持、拒絕讓步。

胡兆英指重視業界 不會偏袒
聯會榮譽會長林少麟批評旅議會「無誠意」，因

早前2次到旅議會會址遞信均有阻滯，要求董耀中
下樓當面對話。過百名導遊在英皇道遊行後，最終
派出5名導遊代表到旅議會遞信，要求問責董耀
中。胡兆英接信後表示，理事會前日已開會討論事
件，並承諾2星期內約見聯會導遊代表，又指議會
向來重視業界訴求，過去數天亦有接見領隊公會，
強調處理紛爭時不會偏幫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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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彩中秋金多寶攪珠將於今晚舉行。劉國權 攝

東京街重建收購呎價9,461元
等同7年樓齡重置單位 市建局：涉81業權60日考慮

市建局將於今個月短期內向深水埗東
京街/福榮街重建項目的物業業主

發出收購建議，受重建項目影響的合資
格自住住宅物業業主的收購建議呎價，
為每呎實用面積9,461元，相等於同類地
區一個大約7年樓齡而面積相若的重置
單位的實用面積呎價；土地、安置及補
償委員會已通過有關收購呎價，業主將
有60日的時間考慮是否接納收購建議。

合資格業主可獲自居津貼
市建局表示，收購建議是根據政府的

「自置居所津貼」政策計算，並按一向
沿用的機制委託7間獨立測量師行評估
「7年樓」的呎價。 住宅物業業主除了
獲得其物業市值外，合資格的自住業主
另可獲全數的自置居所津貼；而全部出
租或空置住宅物業的業主，亦可另外獲
得一筆補助津貼，最高相等於「自置居
所津貼」的一半。

重建項目建145中小型單位
市建局在發出收購建議後，會舉行簡介

會，向受影響的業主、住戶及商戶解釋收

購、補償與安置政策。當物業收購手續完
成後，市建局會為該物業內合資格的住宅
租客，提供補償及安置安排。市建局初步

建議在重建項目內，提供約145個中小型
住宅單位及約1,490平方米的商業樓面面
積，預計可在2020至2021年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隨着香港人口不斷增長，市區重建勢難

避免。市建局昨宣布，將於短期內開展深水埗東京街／福榮街重建

項目，並向業主發出收購建議，收購價為每呎實用面積9,461元，相

等於同類地區7年樓齡重置單位的實用呎價，項目涉及81個業權，

業主將有60日的時間考慮是否接納收購建議。市建局初步建議在重

建項目內，提供約145個中小型住宅單位及約1,490平方米的商業樓

面面積，預計可在2020年至2021年完成。

■市建局將於短期內開展深水埗東京街/福榮街重建項目，並向業主發出收購建議。
資料圖片

全球競爭力 港續排第七
香港文匯報訊 世界經濟論壇 (WEF)昨日公布
《2014－2015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瑞士再次力壓
新加坡完成六連霸，美國則因金融市場近年有所改
善，排名提升兩位至第三。香港維持排名第七，被連
升三位至排名第六的日本超前。中國內地排名第二十
八，較去年上升一位，繼續大幅拋離其他金磚國家；
台灣排名十四，較去年下跌兩位。

瑞士再力壓星美六連霸
自2004年起，WEF全球競爭力報告引入全球競爭力
指數，就基礎設施、宏觀經濟環境、教育水平、商品
市場效率、科技、創新等12個因素評分，並綜合成一
個最高為7分的總分，得出排名。今年覆蓋全球144個
經濟體，頭十名已連續3年由同一批經濟體占據，當中
歐洲佔6席、亞洲佔3席，美國是頭十名中唯一非歐亞
經濟體。
香港與去年同樣排名第七，在「基礎設施」和「金

融市場發展」分項分更位列全球第一，「商品市場效

率」及「勞工市場效率」亦分列全球第二及第三。負
責該報告亞洲部分的WEF經濟學家蓋格爾指出，香港
的有力競爭優勢在於高效的市場，以及其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重要地位。不過本港在「創新」、「健康及
初等教育」、「高等教育及訓練」的表現則稍為遜
色，排名均未能打入全球二十大。

中國大幅拋離其他金磚國
中國內地在金磚國家中繼續領放，大幅拋離俄羅斯

(53)、南非(56)、巴西(57)和印度(71)，當中印度由去年
第六十位急跌11位，與中國內地排名的差距亦由2006
年的8位擴大到當前43位。蓋格爾指出，中國的表現
依然穩定積極，在基礎設施、教育和制度等方面競爭
力較強。不過他亦提到中國內地仍存在市場准入不公
和市場扭曲等問題，如何提高市場效率將對下一階段
發展至關重要。
WEF主席施瓦布指出，當前全球地緣政治局勢緊

張，收入不均加劇，金融狀況潛在緊縮，為全球經濟

復甦帶來風險。他敦促各經濟體進行結構性改革，以
確保持續性和包容性增長。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世界經濟論壇

2014-15年度全球競爭力排名(去年排名*)
1 (1) 瑞士 5.70
2 (2) 新加坡 5.65
3 (5) 美國 5.54
4 (3) 芬蘭 5.50
5 (4) 德國 5.49
6 (9) 日本 5.47
7 (7) 香港 5.46
8 (8) 荷蘭 5.45
9 (10) 英國 5.41

10 (6) 瑞典 5.41
14 (12) 台灣 5.25
26 (25) 韓國 4.96
28 (29) 中國內地 4.89
53 (64) 俄羅斯 4.37
56 (53) 南非 4.35
57 (56) 巴西 4.34
71 (60) 印度 4.21
144 (147) 幾內亞 2.79

*去年調查涵蓋148個經濟體
經濟體 總分(1-7，7分為最高)

■5名導遊代表上到旅議會遞信。胡兆英接信後承諾
兩星期內約見聯會導遊代表。 張文鈴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鮑旻珊)市建局由2007年展
開卑利街/嘉咸街重建項目，並已推行一系列的措施
改善該區商戶的經營環境。市建局昨日推出第三輪
活動，為期3周，約70個市集攤檔及商戶參與嘉咸
市集，包括蔬果、糧油雜貨等，市民可在市集使用
現金劵及獲贈紀念品。

70市集攤檔商戶參與
市建局由昨日開始，在嘉咸市集展開第三輪名為
「日日餸禮」的推廣活動，為期3周至今月26日。
市民可在光顧參與活動的約70個攤檔及商戶時，使
用在市集及港九多個港鐵站派發的10元現金劵，同
時獲贈以環保物料製造的紀念品，包括手拉車、圍
裙、水松木煲墊、隔熱手套、清潔布及環保稻穀餐
碗。
市建局董事會成員、市建局中西區分區諮詢委員
會主席周光暉表示，雖然嘉咸街市集位處於市建局
重建範圍之外，但整個市集對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
十分重要，具有地區特色，故該局在重建過程中，
一直關注市集的可持續發展，採取措施以保持及提
升嘉咸街市集的活力。
周光暉又指，市建局已推行一系列的措施改善商
戶的經營環境，包括為小販提供電錶、重新設計新
的露天攤檔及舉辦推廣市集活動等。重建項目分2
期發展，第一期發展地盤B內的一座四面臨街的兩
層鮮貨市場，預計於明年落成啟用，會給予選擇了
市建局「地區新鮮食品店安排」的商戶優先租用；
而第二期地盤A及C亦將於今年底前展開拆卸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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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70個市集攤檔及商戶參與嘉咸市集。 莫雪芝 攝

■■市建局由昨日開始展開市建局由昨日開始展開「「日日日日
餸禮餸禮」」的推廣活動的推廣活動。。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監警會就今年七一遊行共收到5
宗投訴，其中3宗涉及遊行人士投訴在遊行期間被
警方不禮貌對待，以及濫用職權等，而7月2日清
晨遮打道清場行動，則有兩宗投訴指警方涉嫌使
用過分武力，和不准示威者離開。監警會主席郭
琳廣昨日表示，由於掌握資料不全面，故不能評
論遊行當日警方拒絕開放軒尼詩道東行線的做
法。他又指，警方事前解釋可能使用的武力亦算
合適，監警會暫不評論警方的安排，稍後會再與
警方開會。
郭琳廣稱，警方事前解釋可能使用的武力，

「他們有很好的理由這樣做，因為避免傷害到示

威人士或者擔心他反抗，這些我覺得都算是合適
的。在當時情況，我們作為一個旁觀者，監警會
不能質疑當時如果進行拘捕時的判斷，這樣也不
公平。」
至於七一遊行歷時7個半小時，最後一批人晚上

11時才到達中環，監警會副秘書長梅達明指，崇
光對開大部分時間都擠塞，其中一小時完全沒前
進，亦留意到大批人士聚集，會與警方跟進。另
外，郭琳廣在最新的監警會通訊中撰文，指近年
警方處理集會遊行，尤其在人流管制的安排與示
威者有分歧，只是雙方着眼點不同，希望促進溝
通，避免不必要的衝突。

監警會暫不評論警七一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袁楚雙)一年容易又中秋，
下周一(8日)就是「人月兩團圓」的日子，市民除
了與家人賞月團聚，亦可以在迎月夜(7日)、中秋
夜(8日)和追月夜(9日)到訪荃灣沙咀道遊樂場、銅
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及大埔海濱公園欣賞免費綵燈
晚會。除了有傳統工藝示範，綵燈晚會今年更加
入「青年之夜」與創意市集，以及邀得台灣製造
的花燈來港展出，為傳統節日增添多元文化色
彩。

LED燈演《大坑火龍傳》
於維園舉行的重頭戲中秋夜綵燈會，今年將以

「我們的童年歲月」為主題，多個團體演出包括
踢毽、花式跳繩、搖搖等充滿兒時回憶的懷舊玩
意。
如果看膩了傳統的「大坑舞火龍」，也可以選

擇從另一角度認識舞火龍的歷史，維園將在9月7

日的「青年之夜」上演《大坑火龍傳》，由長洲
一中學的學生演出，配合一條由近2萬支LED燈
組成、約16呎長的小型「火龍」，解說原版舞火
龍的由來。
曾在台灣南投花燈會展出的兩組綵燈亦會現身

維園：「恐龍樂園」成員慈母龍與龍寶寶、三角
龍、速龍等將一一活現市民眼前；「邂逅台灣」
則由7組代表台灣民俗風情的花燈為市民介紹寶島
特色，去年出生的大熊貓「圓仔」與母親「圓
圓」亦是今次綵燈會的主角之一。
康文署今年與兩個非牟利團體合作，首次將創

意市集引入中秋綵燈會，出售有機應節食品及用
舊物回收再造的創意產品。維園中秋綵燈會將於9
月8日晚上8時至11時舉行，荃灣和大埔綵燈會分
別於9月7日及9月9日晚上7時半至10時半舉行。
3個燈會的綵燈展覽則由本周五(5日)起一連10個晚
上展出，市民可免費入場。

中秋創意市集 邊賞燈邊購物

■中秋綵燈會將首次加入創意市集。 康文署供圖
■來自台灣的花燈亦會在綵燈會上與市民會
面。 康文署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