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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牌」嘉年華 隨時「無得玩」
機動遊戲未申許可證 負責人有信心今午如期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暌違港人 8 年的「友邦歐
陸嘉年華」（前稱環球嘉年華）今年重臨中環海濱，樂園佔

■首屆「香港數碼生活嘉年華」暨「添馬紅酒佳
餚節」料吸引30萬人次參加。
袁楚雙 攝

地約 36,000 平方米，為期 60 天。不過原定上周四（18 日）
幕。記者昨日在現場所見，大部分設施已基本完成，但仍見
有機動遊戲尚在組裝。負責人表示，昨日整個場地的建築進
度已達 85%，有信心可如期開幕，但機電工程署回覆指至
今仍未接獲任何「使用及操作許可證」的申請，反映市民今
天入場有機會「食白果」。

早年於添馬艦舉行的「友邦歐
陸嘉年華」深受市民歡迎，

今年再度回歸亦帶來不少為人熟悉
的 機 動 遊 戲 ， 包 括 「G5」 ( 即
G-Force)、 碰 碰 車 、 小 型 過 山 車
等，記者於現場發現，嘉年華暫有
約10部、共7款機動遊戲機。

戶外溜冰場 全港首見
另外有鬼屋、類似迷宮遊戲的
「FUN HOUSE」 及 多 個 自 拍 景
點，亦少不了嘉年華必備的攤位遊
戲，不過絕大多數以「掟公仔」為
主。其中一項最特別的設施，是大
會在場地中央打造全港首個戶外溜
冰場，佔地約 500 平方米，收費成
人每次 6 個代幣、兒童每次 4 個代
幣，現場工作人員透露，溜冰場已
準備了約 100 對溜冰鞋供市民借
用，屆時會分批讓市民入內享受溜
冰樂，料每次可溜 15 分鐘至 30 分
鐘。

稱建築進度已達 85%
雖然基本設施已經準備好，但場
地以沙石鋪設，未知會否再作裝
修，地上凹凸不平容易絆倒，另外
部分機動遊戲仍在組裝，幾個據稱
是出售聖誕產品的攤位仍未見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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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布置，包括 G5 在內的機動遊戲
整個下午都在測試中。The Great
European Carnival 首席執行官鄧米
高昨日指出，預計今天有 8 部至 10
部機動遊戲機可開放予市民使用，
連同其他遊戲及拍照布景，共有 35
個景點供遊客玩樂，他又指會因應
情況更換不同機動遊戲，料全期 60
天內會出動25部機動遊戲機。他續
■歐陸嘉年華打造全港首個戶外溜冰場，佔地約 500 平方米，收費成人每次 6 個代幣、兒童每次 4
稱，整個嘉年華建築進度已達
個代幣，租用海獅扶手需多付1個代幣。
袁楚雙 攝
85%，有信心可於今天下午 3 時如
期開幕。
至於早前因機動遊戲牌照未批被
地點
中環新海濱
迫延後開張日，鄧米高稱已就機動
舉行時間
本月
23 日至 2015 年 2 月
遊戲設施向機電工程署申請牌照，
22日
並已收到署方回覆。機電署則表
開放時間
上午11時至晚上11時
示，署方於本月 8 日已陸續收到主
辦單位呈交的「設計審批」申請，
(12月23日：下午3時至晚上11時)
當中12部機動遊戲機已發出有條件
票價
的批准。署方指，主辦單位安裝及
成人
$125(包$100代幣*)
測試機動遊戲機後，要安排獨立檢
兒童/長者/殘疾人士
$90(包$70代幣)
測員全面檢測機動遊戲機，及安排
特惠**
$90(包$70代幣)
合適員工申請成為主管人員，然後
*每個代幣價值$10
提交「使用及操作許可證」的申
**2015 年 1 月 5 日至 2 月 12 日期間，星期一至
請。但署方透露至昨日為止並無接
四皆以特惠門票發售；其餘日子以一般門票發
獲任何「使用及操作許可證」的申
售。
■The Great European Carnival首席執行官鄧
請，意味場內的機動遊戲機除非在
資料來源：友邦歐陸嘉年華
米高稱，整個嘉年華建築進度已達 85%，有信
今日內提出申請並獲署方批出，否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袁楚雙 心可於今天下午3時如期開幕。
袁楚雙 攝
則到場的市民有機會空歡喜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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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商報聯同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總商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國企
業協會、香港專業聯盟、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香
港工商專業聯會、九龍總商會、香港廣東社團總
會、香港潮州商會、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香港福建
社團聯會、香港僑界社團聯會、香港經貿商會、新
界總商會、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香港廣西社團總
會、香港工商總會、香港客屬總會、新界社團聯
會、香港中國商會、香港中小企業發展論壇等本港
各大商會、社團共同舉辦的「2014香港商界最關
注的10件大事」評選活動，從今天起正式展開。
該項以香港商界關注焦點新聞舉行的評選活動，
自 2006年 起 已 連 續 多 年 成 功 主 辦 ， 獲 得 各 大 商
會、社團支持，今年再接再厲，參與舉辦的商會、

社團增至23家。有關活動並獲得21家媒體支持，
包括路訊通、香港中國通訊社、文匯報、大公報、
成報、鏡報、星島日報、經濟導報、中國評論通訊
社、廣角鏡、紫荊雜誌社、新華社亞太總分社、中
國新聞社香港分社、中國日報亞太分社、now新聞
台、新城財經台、鳳凰衛視、有線財經資訊台、新
城數碼財經台、騰訊網、點心衛視。
今年繼續通過評選活動反映香港商界所思所想、
政策關注、心聲訴求，從而建立一個交流與溝通的
平台，向港府和社會傳遞香港商界的關切，令政府
和社會各界更加關注商界的訴求。評選活動雖然以
香港商界關注的大事為評選內容，但亦歡迎香港商
報的廣大讀者積極參與投票，並且有獲大獎的機
會。具體參與辦法詳見以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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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普選反佔中」行動聲勢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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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日兌換2萬元限制放寬

我選的10件大事

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取消在港舉行

滬港通幾經波折終在11月開通

（請在方格內填上編號，可選少但不可選取多於10個。）
姓名：（請用中文正楷）

反對自由行重創零售業

身份證號碼：

新地高層涉許仕仁案開審

聯絡電話：

積金局倡MPF設核心基金

電郵：

政改五步曲啟動 人大定框架

地址：

阿里巴巴棄港赴美上市
樓價續創新高 財爺籲留意風險
香港發生大規模違法佔中事件
前海深港合作工作方案出台

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治國大方略
田北俊被撤銷政協委員職務
美聯儲終結QE港息勢趨升

參加方法：
請將表格剪下填好後寄回香港九龍觀塘觀塘道332號香港
商報大廈公關部，內地讀者可寄深圳深南大道6008號印刷
樓 4樓 香 港 商 報 辦 事 處 行 政 部 ； 或 登 入 香 港 商 報 網 站
www.hkcd.com進行網上投票。
截止日期：2014年12月31日（星期三）
（郵件以郵戳為準）
揭曉日期：2015年1月20日（星期二）在香港商報及網站公
布。屆時將有專函及致電通知得獎者領獎詳情。
獎品：得獎讀者名額16名
頭獎一名：禮物總值17000元
二獎兩名：禮物總值20000元
三獎三名：禮物總值15000元
優異獎十名：各得裕華國貨禮券乙份
頒獎典禮：2015年2月6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香港
軟件行業協會、科技餐飲協進會、香港
電腦商會及香港紅酒協會將於明年 4 月
9 日至 13 日舉行首屆「香港數碼生活嘉
年華」暨「添馬紅酒佳餚節」，選址在
現時正舉行「友邦嘉年華」的中環新海
濱，會場佔地約 15 萬平方米，分別設
置約 140 及 200 個攤位，後者暫收到
150 個展商申請，主辦單位預料可吸引
約30萬人次到訪。
科技餐飲協進會會長張耀成表示，會
場的布置會在近入口位置設為「數碼生
活嘉年華」，展出最新的科技產品包
括 4K 電視、可佩戴式電子手錶等，開
放時間由早上11時至晚上9時，另一半
場地則會劃為「紅酒佳餚節」，料於下
午至晚上 11 時 45 分開放，希望藉此分
流為不同節目而來的市民，或讓希望一
次過走勻兩個節目的客人有序地參與活
動，會場另設高檔酒區迎接尊上客戶，
冀將不同階層客人均吸引到場。
他又指，兩個展覽的開放時間拉長
了，而且免費入場，將有助吸引更多市
民參與其中，故對 30 萬人次十分樂
觀。

「佔中」累餐飲 IT 業生意跌

香港軟件行業協會會長楊全盛透露，
早前發生違法「佔中」，影響了港人消
費意慾，不論餐飲業及電腦業界的生意
均下跌了兩成至三成，希望來年復活節
舉行的嘉年華暨佳餚節可以為港人帶來歡樂氣氛
及正能量，於淡季刺激銷情。他又表示，是次活
動會將所有優惠券、宣傳單張等製成手機應用程
式，無論是參加市民抑或參展商均可透過智能電
話互動，部分參展商更可在得到客人允許後，透
過電子宣傳單張直接聯絡到曾經看單張的客戶。

亞視元旦不出糧或停播新聞
派發表格，員工有需要可在填妥
後交回勞工處跟進。他又表示，
並已要求亞視盡快解決欠薪問
題。
葉家寶形容亞視所面對的情況
十分嚴峻，董事會已於昨日召開
緊急會議，包括商討是否可發放
部分欠薪。他指出，估計亞視將
有錢到賬但仍未收到，未知能否
在聖誕前發放欠薪。他又引述主
要投資者王征與股東黃炳均表
示，盛家過去 5 年已注資逾 20 億
元現金，已完成歷史使命。他又
謂，一直都有人想洽購亞視股
■亞視仍拖欠約700名員工11月份薪金，合共約1,500萬元。 劉國權 攝
權，現時仍與兩、三名潛在買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亞視拖欠約 700 名員 密切商討洽購事宜。
工 11 月份薪金，約涉 1,500 萬元，至今仍未發放，勞
亞視新聞部編輯主任羅佩琼昨日代表新聞部宣讀一
工處昨早派出 4 名勞工事務主任到亞視位於大埔的總 封發給管理層與市民的公開信，指欠薪事件已嚴重影
台，向約 200 名員工講解勞工法律及權益，包括追討 響員工經濟與士氣，特別是經歷接近 80 天「佔領」行
欠薪的方法及協助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亞視新聞 動，前線及後勤員工均需長期超時工作下，公司仍未
部指出，若資方於下月一日前仍未發放欠薪，員工將 有按時發放工資。該信又指出，根據《僱傭條例》，
被視為變相遣散，新聞或將停播。亞視執行董事葉家 若資方拖欠薪金 1 個月，等同變相解僱員工，屆時新
寶表示，現時仍與兩、三名潛在買家密切商討洽購亞 聞部員工將不能保證提供正常新聞編採，或會導致新
視股權事宜，董事會亦已於昨日召開緊急會議，但仍 聞停播，「為公眾帶來不便，亦非新聞部所願。」
未確定何時有糧出。
有亞視製作部員工表示，欠薪接近一個月，至今仍
未有任何打算；亦有藝員表示，欠薪對員工士氣有影
勞工處：欠薪逾月視作遣散
響，認為屬股東責任。勞工處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
勞工處高級勞工事務主任李志聰昨日離開亞視時表 已向亞視發出勸喻及警告，敦促亞視盡快解決欠薪問
示，亞視員工對自身權益十分關注，已向他們解釋追 題。勞工處亦已就事件完成初步調查及審視證據的工
討欠薪程序，以及解釋申請破欠基金事宜，亦向他們 作，現正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

張建宗東涌了解就業民生

所屬商會：（非商會會員可不填寫）

港府放寬雙倍印花稅換樓期限
《「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白皮書發表

嘉年華紅酒節明年接力

IT

開幕的嘉年華因牌照尚未獲機電工程署批出，延期至今日開

鳴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中國人重視節日，不少家庭都會在
農曆冬至聚餐。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昨日趁立法會休會到東涌探
訪勞工處轄下新設的就業中心，以
及分別與兩個地區組織代表及街坊
交流，了解區內民生及就業情況，
探討加強社區支援以釋放更多婦女
勞動力。
100
張建宗昨在網誌撰文指出，設於
95
逸東邨的東涌就業中心是勞工處第
十三個就業中心，提供個人化的就
75
業諮詢服務，求職者可約見就業主
任，就業主任會因應情況提供就業
市場最新情況、培訓／再培訓課程
25
的資訊、求職意見或進行職業志向
評估等。
5

晤周轉香等談就業支援
0
張建宗昨早視察中心時與勞工
處同事交流，討論如何加強對區

■張建宗
張建宗（
（右一
右一）
）到訪勞工處東涌就
業中心，
業中心
，並與參加
並與參加「
「少數族裔就業服
務大使計劃」
務大使計劃
」的一對姐妹交流
的一對姐妹交流。
。
內不同族群的度身服務。他指
出，就業中心服務多元化，更長
駐有少數族裔就業服務大使協助
區內少數族裔居民。其後，張建
宗又與離島婦聯主席周轉香及多
位負責社區及就業支援的人員會
面交流，探討如何透過對地區婦
女的支援，包括加強培訓及幼兒
與課餘托管服務，進一步釋放婦
女勞動力。

張建宗又到訪東涌社區發展陣
線，與多名包括老中青及主婦在內
的街坊交流逾 1.5 小時，聆聽他們
在就業和民生方面的意見，並與他
們分享政府的政策方向，包括鼓勵
就業及加強對低收入在職家庭的支
援。張建宗鼓勵居民多了解並充分
利用東涌就業中心的資源及就業配
對服務，同時祝願所有家庭溫暖樂
團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