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化後巷 觀塘現「18仝人」
傳統工種重現引民闖 牆美化路重鋪疏導人潮

區潔英指出，九龍東路面較狹窄，繁忙時間經常出
現人車爭路的情況，故希望行人多改走後巷。她

指出，「後巷計劃」會活化當區18組合共36條後巷，
包括重鋪路面及美化牆身，今年內會完成其中6組。她
續稱，該項目是一個試驗計劃，開支約70萬元，包括
重鋪路面及購買藝術物資。」

「乳酸里」「電路里」反映工業史
有份參與「後巷計劃」的理大賽馬會社會創新設計

學院總監葉長安表示，理大設計系的學生構思出以
「18仝人」為18組後巷命名。他說：「『18仝人』代
表昔日18個傳統工種，亦代表以前在工廠默默耕耘的
員工。」
葉長安舉例指出，其中一種港人熟悉的乳酸飲品公

司，於1969年在觀塘興建工廠，是香港工業史的重要
一環，因此駿業街後巷命名為「乳酸里」；而觀塘亦有
很多電子產品公司，因此另一條後巷名為「電路里」，
更加裝霓虹燈作裝飾。

另外，「全城街馬」亦是「後巷計劃」的重要一環，
將於本月21日舉行。

「全城街馬」冀1500人「藝術跑」
「全城街馬」創辦人及行政總裁梁百行表示，「全城
街馬」是一個藝術跑活動，名為「The BackStreet街
後」街頭藝術夜跑派對。他表示，希望有1,500人參
加，約20人至25人為一組，以慢跑的方式，一邊跑一
邊欣賞藝術家於後巷的作品。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葉佩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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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港一號」污泥船啟航 家人聚少難快樂 婦聯促研標時

監
警
會
：
警
民
關
係
未
因﹁佔﹂
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監警會昨
日公布，由去年「佔領」行動開始至前
日，警察投訴課共接獲2,427宗相關投訴
指控，屬監警會成立以來最多，當中逾
半涉嫌毆打及濫用職權，最終有159宗須
轉交監警會，預計半年後才開始審核。
主席郭琳廣不認同警民關係因「佔領」
行動而破裂，指社會上仍有不少人同情
警方的工作。
2,427宗指控中，40%屬投訴同樣的5

件事，包括7名警員在金鐘涉嫌毆打曾健
超、NOW新聞台工程人員被捕，以及10
月4日旺角「佔領」區有懷疑黑社會等。
最終有159宗須轉交監警會，當中47宗
無法追查、撤銷個案及用簡便方式解
決。監警會正等待警方提交報告，預計
需時約半年，即最快於今年6月，才能開
始審核有關投訴，又指所有「佔中」個
案會交由嚴重個案投訴委員會處理。

大部分指控非親身經歷事件
監警會副秘書長梅達明指有關投訴數

字是監警會成立以來最高，監警會已加
派人手跟進。他解釋，由於當中大部分
人是透過媒體，並非親身經歷有關事件

而對警員作出指控，故最後須滙報的投訴總數比
原本指控總數少。
監警會主席郭琳廣表示，不認同警民關係因

「佔領」行動而破裂，「如果警民關係很差的，
不只是一個市民毆打這個警察，可能有很多市民
打很多不同的警察。」他認為「佔領」行動期間
發生的警民衝突只屬個別事件，又指一般市民遇
到困難，都會第一時間尋找警方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港台記者麥嘉緯
去年10月於「佔旺」區採訪時，遭一名中年漢數
次以雙拳打臉至眼鏡飛脫，左額及鼻均有瘀傷，左
眼眉更需縫上3針。涉案中年漢昨在觀塘法院承認
一項傷人罪，案件押後至本月25日，待索取被告
背景及感化報告判刑，被告期間獲保釋候判。

「我只係打佢一下」
56歲被告蘇士傑報稱在內地從事銀行貸款中間

人，昨認罪後稱「我只係打咗佢一下啫」。控方
指他過往有3次涉及有關暴力的定罪紀錄。辯方
表示被告願意向受害人作出合理的賠償，裁判官
表示打算索取被告背景及感化報告再判刑，另需
觀看媒體拍得的襲擊片段及受害人的傷勢報告。
案情指港台記者麥嘉緯去年10月4日手持攝錄

機，在旺角奶路臣街近彌敦道交界採訪期間，被
告揮動拳頭欲阻止麥拍攝，但即時被群眾拉開。
麥繼續其拍攝工作並問被告為何想打他，被告突
然衝前用雙拳數次打向麥，令其眼鏡飛脫，錄音
器材亦同告損毀，被告當場被群眾包圍後被警察
拘捕，整個事發過程被兩間媒體拍得。
被告在警誡下指因攝影機太近，想用左手推開

攝影機時意外打傷麥的臉部。麥嘉緯事後被送院
檢驗，左眼眉需縫3針，左前額有瘀傷及腫起、
鼻有擦傷。

「公辦」月租千元
助青年創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創業成為時下青年
向上流的其中一條出路。青協轄下的「社會創新中
心」以公共辦公室概念運作，將提供約70個名額予18
歲至35歲有志創業的青年申請，讓他們可以1,000元
超低月租租用創業，預計5月啟用。此外，中心亦將
設立「青年創業培育計劃」，特別為基層青年提供創
業培訓課程，他們除可獲來自不同專業界別的導師指
導外，優勝隊伍更可獲得5萬元的創業啟動金，及12
個月免費辦公室。
位於黃竹坑活化工廈Genesis的「社會創新中心」佔

地約8,000平方呎，獲業主以低於市價33%價錢承租，
月租約5萬元。中心將劃分成供多人使用的共享空
間，每人每月租金為1,000元；中心亦設10個可分別
容納4人至5人的標準房間，每月租金5,000元至6,000
元；每個房間最短租3個月，最長可連續租兩年。

次階段優勝可獲5萬元資助
青協6月將舉辦分3個階段的「青年創業培育計
劃」，來自不同專業界別的導師將指導參加者。計劃首
階段為商業培訓，參加者需於3個月內完成創意工作坊
課程、市場調查、社區體驗及義工服務，每月可獲
7,000元創業培訓起動金；第二階段為創意計劃比賽，
優勝隊伍可獲得5萬元的創業啟動金、12個月免費共用
辦公空間及商業老師指導商業計劃；第三階段為創業起
動，參加者可在導師指導下實踐其商業計劃。
青協項目經理周誌遠表示，社會存在不同問題，單

靠政府解決並不可行，計劃提供低廉租金及專業人員
指導，目的是鼓勵青年運用創新點子，建立商業營運
的可持續模式，增加青年的社會流動機會。申請者構
思的商業計劃須具備推動教育、健康、環境保護、長
者及社會共融的理念。
現年26歲的姿婷理工大學畢業後赴新加坡修讀幹細

胞研究博士學位，有見當地環保意識高，希望將該份
環保精神帶到香港，並於兩個月前透過網上成立二手
買賣平台，
每宗交易抽
取 30% 佣
金，累積賺
得 1萬元。
她指出，低
廉租金對創
業青年至為
重要，期望
透過計劃進
一步擴充業
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健諾醫療集團、經
營睡眠中心的寧生醫療及持有兩公司約六成股權的
商人譚天任，不滿《蘋果日報》在去年3月16日及
7月11日的報道中誹謗，遂於今年1月入稟高等法
院控告蘋果日報有限公司、前總編輯張劍虹、3名
記者或編輯，以及壹傳媒互動有限公司，並索償最
少7,760萬元利潤損失。蘋果一方昨獲高等法院聆案
官批准延期28天呈交抗辯書及反申索書。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文森 ) 渠
務署為進行「淨化海港計劃」第
二期甲工程而建造的「淨港一
號」污泥船昨日正式啟航。連同
與「淨港一號」同期建成的「淨
港二號」，兩艘新船將負責運送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的所有污泥至
屯門的污泥處理設施，大大減低
依賴陸路運送污泥時相關的交通
及環境影響。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在「淨港一

號」啟航禮上致辭時表示，連同未
啟航的「淨港二號」，該兩艘船每
年可減少130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相當於約6,000棵樹木一年的
吸碳量。他指出，「淨化海港計
劃」第一期已啟用，處理九龍及港
島東區的污水，佔維港兩岸污水的
75%；今次第二期甲計劃將會收集
餘下25%，即源自港島北部及西南
部的污水。

黃錦星料「計劃」第三季全啟用
他表示，整項「淨化海港計劃」

預計於今年第三季全部啟用後，每
天處理維港兩岸產生的污水量達
240萬立方米，即接近1,000個標準
泳池，有助進一步改善本港水質。
黃錦星指出，渠務署、工程顧

問及承辦商在構思及建造「淨港
號」的設計階段，便積極研究如
何採用先進的科技，令「淨港一
號」及「淨港二號」成為全港首
創該類型的首兩艘環保貨櫃船。
他續稱，兩艘船隻引擎的燃油以
高效率推動運作，在航行時使用
更潔淨的超低硫柴油發電，然後
以電力推動航行，可減少在運作
時的空氣污染物排放；船隻泊岸
後會從岸上取電，不會燃燒柴
油，令近岸環境的空氣更好，達
致靠岸時零排放的效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小販政策
關注組召集人陳智恒聯同港九新界
販商社團聯合會代表，昨日約見食
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希望政
府全面改善街市環境及街市檔位競
投制度。工聯會指陳肇始回應正
面，表示會進一步考慮有關建議。
販商會表示，大部分街市檔販長

時間在較高溫的環境工作，易感不
適，長遠影響身體，亦會令市民轉
到超市消費。鑑於由於現時需要
85%檔戶同意才能安裝冷氣，希望

當局將門檻降至只須獲一半或66%
檔戶同意，同時全面改善未能安裝
冷氣的街市，包括街市通風、燈
光、清潔及通道狹窄等問題。但他
們擔心加裝冷氣後，政府收取冷氣
費如同加了租金，希望當局負擔公
共空間比例的冷氣費，讓檔戶只須
按檔位面積決定冷氣費收費比例。
販商會又建議政府改善街市檔位競
投制度，例如以「暗標」方式競投
檔位，並考慮街市貨品多元化，同
時縮減退租檔位收回後再招標的時
間，以免機制被濫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你快樂
嗎？」香港生活節奏忙碌，加上各種社會問
題，要保持愉快心境絕非易事。香港婦聯為
了解本港家庭的「快樂指數」，今年1月訪問
了492名市民，發現64%受訪者認為自己的家
庭生活快樂，當中27%是基於家庭和睦。然
而，僅得47%受訪者認為與家人的相處時間
足夠，建議政府應着手研究標準工時，增加
家庭相處時間。
香港婦聯執委、社會政策研究委員會副

召集人楊倩紅昨日表示，今年的結果與去
年相若，估計是因為近年本港經濟暢旺、
失業率維持於低水平，令受訪者的經濟壓
力不算太大。她指出，首三位感到家庭快
樂的原因是家庭和睦、家人身體健康及居
住環境舒適。對於表示不快樂者，楊倩紅
稱他們主要是因為家人經常吵架、居住環
境惡劣及入不敷支，他們多來自新來港及
低收入家庭。
香港婦聯委員、社會政策研究委員會副召

集人羅棣萱表示，只有47%受訪者認為與家

人相處時間足夠，男性受訪者更低至34%。
她指出，不少男士因工時長或要輪班工作而
與家人見面的時間少之有少。調查又顯示，
最多受訪者(29%)每周與家人相處竟不超過10
小時；僅得20%受訪者為30小時以上。
婦聯指出，家人見面時間少會導致溝通不

足，希望當局盡快研究標準工時，並制定更
多鼓勵措施推廣「家庭友善政策」，建立工
作家庭平衡的生活；同時亦應增建公營房
屋，讓更多家庭改善居住環境。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右四右四））與一眾業界代表昨日約見食物及與一眾業界代表昨日約見食物及
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紅衣紅衣），），希望政府全面改善街市環境希望政府全面改善街市環境。。

■■楊倩紅楊倩紅 葉佩妍葉佩妍攝攝 ■■羅棣萱羅棣萱 葉佩妍葉佩妍攝攝

生產中草藥洗髮護髮個人用品的霸王國際集
團，入稟控告《壹週刊》誹謗，索償逾5億元案
昨於高等法院續訊。《壹週刊》一方力陳新聞自
由及事件牽涉公眾利益，公眾有知情權，惟法官
隨即反問是否記者為了公眾利益，便可以「攞正
牌」報道一些不正確的事。又認為傳媒具有力

量，若對傳媒定下太低的標準，一本雜誌有可能摧毀一
間公司。
代表壹週刊出版有限公司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陳詞
以新聞及表達自由作抗辯。余表示，記者在報道前參考
了多份報章及資料，而報道的事件涉及公眾利益及新聞
自由，公眾有權知道。余又指，現在不是進行調查報
道，記者亦不是撰寫判案書，所用的資源有限，不能如
廉署等政府機構有大量的資源，況且記者當時有諮詢過

醫生及教授的意見。法官卻質疑《壹週刊》只給霸王數
小時的時間準備回應，及有關的報道應較參考資料更詳
盡。

問記者可否「攞正牌」扭曲事實
余續稱，報道有事實基礎，涉及公眾利益的事項，即

使當中可能有錯，法庭應予以容忍。惟法官隨即反問是
否記者為了公眾利益，便可以「攞正牌」報道一些不正
確的事。余雖否定，但強調事件涉及新聞自由，法庭應
衡量新聞自由有否被過度干預或限制。
另法官表示明白新聞自由的重要性，而原訴並非指控

記者有陰謀，記者亦不應因犯錯而受罰，但傳媒具有力
量，且記者是專業及有其職責的，若對傳媒定下太低標
準，一本雜誌便可摧毀一間公司。 ■記者杜法祖

官質疑《壹週刊》濫用公眾利益亂寫

促改善街市環境 工聯：當局回應正面

3月5日(第15/026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3月7日

頭獎：—
二獎：$489,790 （3注中）
三獎：$38,600 （101.5注中）
多寶：$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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