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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第15/066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6月9日

頭獎：$12,204,300 （1注中）
二獎：$1,401,430 （1注中）
三獎：$56,190 （66.5注中）
多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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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充分防備政改激烈抗爭
一哥籲市民示威合法和平 或聘退休警協助執法

盧偉聰昨日出席「少年警訊獎勵計
劃2014」頒獎典禮後表示，最近

接獲部分團體通知，將於6月17日政改
表決當日舉辦遊行或集會活動。他對此
表示歡迎，認為可讓警方盡早作出部
署。警方正與團體商討示威活動細節安
排，一旦商討有共識，團體將獲發出不
反對通知書。

籲與激烈示威者保持距離
不過，警方在公開平台留意到，少數

團體指，可能採取激烈方式示威。盧偉
聰呼籲，團體應循合法和平的途徑示
威，切勿破壞香港法治及影響其他港人
的示威權利；並期望相關團體如有示威
活動舉行，應盡早通知警方。他又呼
籲，若出現衝擊場面，同場其他示威者
應與激烈示威者保持距離，保障人身安
全之餘，亦讓警方有足夠空間處理。
有報道指，警方將聘請退休警務人員
重回崗位，擔任臨時警署助理預防二次
「佔領」，並出動各種武器。盧偉聰回
應指，現階段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視
乎是否有需要找退休警員負責臨時、短
期的警署助理工作，協助前線同事維持
秩序與治安，但目前要視乎形勢發展，

暫未有考慮到需要動用多少人手。警方
每日不停評估形勢，已作好充分準備處
理任何突發情況。而警方的訓練針對所
有可以想像得到的情況，讓警員在適合
的場合、地方下使用適合的武器與裝
備。

積極配合立會秘書處
至於是否在立法會要求下才介入處理

示威衝突，盧偉聰指，警方與立法會秘
書處保持緊密聯繫，當對方有需要時，
會向警方作出要求，「我們會積極配
合。」被問及立法會外一直未清理的帳
篷問題，盧偉聰指，處理此問題牽涉多
個政府部門，若出現違法而又需要警方
協助的事情，警方就會採取行動。
昨晨本土力量再次去學校示威，被

問到警方有何措施保護學童，盧偉聰
表示，保護市民財產及生命安全從來
都是警方的核心任務，不論甚麼團體
也好，都會一視同仁保障他們的生命
財產。他指大家要尊重團體表達意見
的權利，只要對方是和平、合法地示
威，警方就會配合，「但如果他們做
出一些違法行為，我們一定會果斷採
取執法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多個團體有意於本月17日立法會審

議政改議案期間，在立法會一帶舉行集會或遊行示威活動。警務處

處長盧偉聰昨日透露，已接獲部分團體的示威申請，處方正與團體

商討細節安排，一旦獲得共識，將發出不反對通知書。警方留意到

有團體打算採取激烈方式示威，盧偉聰呼籲市民應循合法和平的途

徑示威，並指警方每日都會進行風險評估，以及作出充足訓練應付

突發情況，會視乎需要考慮聘用退休警員為臨時警署助理，協助前

線執法。

少年警訊頒獎禮 326人滅罪獲嘉許

全球最擠迫城市
港10年後仍稱冠

「少年警訊獎勵計劃2014」昨日舉行
頒獎典禮，嘉許326名得獎者宣傳抗毒、
撲滅罪行、籌劃，以及參與社會服務的貢
獻。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警務處副處長

（行動）黃志雄、少年警訊計劃主席兼警察公
共關係科總警司許鎮德，以及匯豐集團總經理
兼亞太區營運總監鄭小康均有出席。

許鎮德：培養青年領袖滅罪夥伴
許鎮德致辭時表示，少年警訊計劃旨在培養

青少年成為青年領袖和滅罪夥伴，透過跨部門
多機構的合作模式，舉辦多元化活動，推廣滅
罪和禁毒信息，並向會員灌輸正確的價值觀。

鄭小康：匯豐向來着重教育
目前少年警訊會員人數接近21萬，包括

3,000多名非華裔會員。鄭小康說，匯豐向來

着重教育，並大力支持可幫助青少年全面發展
的項目。匯豐自1986年開始，已資助少年警
訊獎勵計劃，鼓勵少年警訊會員積極參與公益
服務、發揮潛能和培養領導才能。
少年警訊獎勵計劃由警務處主辦、匯豐資

助，今年除了獎勵計劃比賽外，並新增推動科
技滅罪創意比賽，鼓勵青少年透過創新科技滅
罪。兩項比賽各分為5個參賽組別，包括最佳
少年警訊會員、最佳少年警訊領袖 / 深資領
袖、最佳少年警訊中學學校支會、最佳少年警
訊小學學校支會和最佳少年警訊區諮詢會。
葵青區會員姚蘭軒，於獎勵計劃比賽中獲選

為最佳少年警訊會員；而深水埗區會員溫曉彤，
則奪得最佳少年警訊領袖的殊榮。荃灣區的荃灣
官立中學及黃大仙區的聖文德天主教小學，分別
奪得最佳少年警訊中學學校支會獎，以及最佳少
年警訊小學學校支會獎。最佳少年警訊區諮詢會

獎，則由深水埗區少年警訊區諮詢會奪得。
水警海港區會員張偉寶和油尖區會員廖君

鎬，分別獲得推動科技滅罪創意比賽的最佳少
年警訊會員獎，以及最佳少年警訊領袖獎。最
佳少年警訊中學學校支會獎、最佳少年警訊小
學學校支會獎和最佳少年警訊區諮詢會獎，則
分別由元朗區的伯特利中學、大埔區的鳳溪創
新小學和旺角區少年警訊區諮詢會奪得。

■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雖
然是彈丸之地，卻有700多萬人口，街
上總是人來人往。彭博通訊社近日公布
2025年全球最擠迫城市報告，顯示世界
人口不斷上升，亦預計香港於2025年仍
會是全球最擠迫城市，人口迫近816萬
人，即每平方英里人口近7.7萬人；而
薩爾瓦多及墨西哥城則排列第二及第三
位。
該報告分析了40個城市的人口增長，
由1995年開始推算各地於2025年的人
口。報告指，香港人口密度將由1995年
每平方英里約5.8萬人，增至2025年約
7.7萬人，增幅為32.8%，而總人口則升
至816萬人；第二位為薩爾瓦多，人口
密度將由1995年每平方英里約2萬人，
增至 2025 年 約 3.9 萬 人 ，增幅為
97.3%，而總人口則升至約522萬人；
第三位是墨西哥城，人口密度將由1995
年每平方英里約2.1萬人，增加至2025
年約3萬人，增幅為46.2%，而總人口
則升至約2,458萬人。
另外，第七位的巴西利亞，人口密度

增幅達118.6%，由1995年每平方英里
約8,700人，增至2025年約1.9萬人。第
十位的沙特阿拉伯吉達，人口密度增幅
達 137.4%，由 1995 年每平方英里約
6,800人，增至2025年約1.6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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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彭博通訊社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葉佩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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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參觀深水埗區少年警訊設計及製
作的攤位。

■盧偉聰頒發最佳少年警訊區諮詢會組別的獎項。
■盧偉聰(右)呼籲市民應循合法
和平的途徑示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府與兩
家電力公司簽訂的《管制計劃協議》將
於2018年屆滿，因此當局於3月31日開
始就電力市場未來發展，展開為期3個月
的公眾諮詢。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
會昨日就有關諮詢召開公聽會。環境局
局長黃錦星在會上表示，當局非常關顧
基層市民的電價壓力，故參考顧問評估
後，已在諮詢文件中提出檢討兩電的准
許回報率。
消委會在會上建議兩電准許回報率，
由現時9.99%減至6%以下。能源諮詢委
員會成員、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
聘亦指，若准許回報率減至6%以下，電
費可望下跌逾10%，但他認為兩電不會
接受。

黃錦星研平衡環保及電價
黃錦星昨日在會上表示，隨着清潔能
源的應用增加，如用天然氣發電，以達
到環保目標，本港電費將有上漲壓力。
他強調，港府目標並非制定最便宜的電
費，而是制定平衡環保，以及符合巿民
承擔能力的合理價格，而如何平衡環保
及電力價格，正是全球各地面對的挑

戰。
黃錦星續說，若市民同意沿用現時兩

電的合約模式供電，仍可以繼續優化合
約內容，包括檢討准許回報率、考慮引
入賞罰制度及節能指標等。他又指，諮
詢文件中對發展可再生能源有不同建
議，包括轉廢為能、廚餘發電等，而現
時亦有項目以堆填區氣體為醫院發電製
冷，未來政府會繼續鼓勵社區善用這些
機遇。

新能源組合或加費 釀能源貧窮
消委會策略及商營手法事務部首席主

任熊天佑指，按現時機制，消費者要承
擔兩電所有過多的發電量、網絡投資、
燃料價格等風險，「准許回報率高於
5.25%至6%，對消費者不公平。」熊天
佑說，香港電力市場成熟，希望政府堅
定地、明確地改革市場，否則要等10年
後才可有改變。另外，消委會又關注
到，若引進新能源組合，會令電費上
漲，影響低收入家庭，或造成能源貧窮
問題，呼籲政府成立能源監管委員會，
監管兩電披露的能源效益措施，以及再
生能源系統研究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蘇錦樑日前在法國出席勃根地地區政
府主辦的酒會上表示，香港營商環境優越，是
法國企業投資的理想地方。他表示，香港優越
的營商環境建基於法治和司法獨立、低稅率和
簡單稅制、資金資訊和貨物自由流通，以及一
流的運輸和通訊基建設施。
蘇錦樑在酒會上致辭時表示，香港是法國企

業在亞洲營運和投資的重要基地。香港獲傳統
基金會連續21年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

世界銀行在營商便利程度排名榜，亦把香港評
為全球第三。
他指出，香港過去數十年一直擔當內地與世

界各地的「超級聯繫人」，香港商人和專業人
士靈活變通，通曉國際準則，同時掌握亞洲尤
其是內地的處事方式，香港是法國企業開拓亞
洲市場最快捷、最有效的途徑。
蘇錦樑結束法國訪問行程後，隨即展開加拿

大多倫多和美國芝加哥之行，陪同行政長官梁
振英訪問兩地。

「土瓜灣文化遊」導賞 體驗新舊面貌

消委倡兩電回報率減至6%以下

蘇錦樑訪勃根地 籲法企來港投資

■蘇錦樑（左五）與勃根地地區政府主席Francois Patriat（右四）、勃根地地區政府第二副主
席Safia Otokore（左三)，署理香港駐歐洲聯盟特派代表黎細明（右二）和Stephane Bidault
（右五）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土瓜灣曾經
是香港工業區重鎮，英泥廠、船廠、紡織廠
等，均在土瓜灣留下歷史印記。香港賽馬會
慈善信託基金最近捐助逾1,400萬港元，與
文化葫蘆合辦「港文化．港創意」黃大仙九
龍城展覽。昨日在聖雅各福群會協助下，舉
行「土瓜灣文化遊」免費導賞團，讓公眾穿
梭於舊城小巷，體驗土瓜灣大半世紀以來發
展的新舊面貌。
土瓜灣曾是香港工業重鎮，輕工業如日用
品製作、食品加工等；重工業如英泥、船塢
等，均在土瓜灣留下歷史印記。不過，隨着
鐵路進駐舊城區，土瓜灣被港鐵選中為沙中
線其中一個車站，區內地價與面貌即發生翻
天覆地的變化，由被遺忘的工廠區，搖身一
變成為地產商必爭之地。

認識重建與發展角力戰
於土瓜灣長大的導賞員Sophie，昨日帶同
「土瓜灣文化遊」約10名團友，頂着烈日走
遍土瓜灣及紅磡，來到曾經被政府發出封閉
令的「危樓」啟明街51號、發生倒塌事故的
馬頭圍道唐樓一帶、以及上世紀80年代中期
停建的「香港政府公務員建屋合作社」，透
過一個個舊樓重建故事，帶領市民親身抵達
現址，認識舊樓重建項目與城市發展背後的
角力戰。
本身是聖雅各福群會「土瓜灣故事館」

（「土家」）負責人的王棠指，土瓜灣由上
世紀30年代起成為工業區，經歷過13條街
連成一間大紗廠的輝煌時刻，上世紀60年代
工廠往區外遷移，演變成小工業區，到上世
紀80年代至90年代工廠北移，本地工廠業
式微，土瓜灣區內的工廠也逐漸荒廢。舊街
坊遷離土瓜灣後，不少內地新來港人士及南
亞裔人士遷入，但新來港人士卻對自己的社

區認識不深，加上近年區內急速發展，促使
文化人設法保留土瓜灣歷史，讓居民由下而
上，構建理想居住社區所需要的元素。

「土家」倡區內人士融入社區
「土家」現時定期舉辦不同工作坊、座

談會、展覽、社區文化導賞等活動，鼓勵
區內人士融入社區，同時促使更多區外人

士認識和關注土瓜灣。當中，社區文化導
賞分為四類，涵蓋古跡歷史、昔日工業及
工運、居民生活文化等。導賞活動從多方
面介紹及凸顯社區特色，呈現區內在城市
發展下的變遷。非牟利團體文化葫蘆與
「土家」合作，於6月舉辦10場「土瓜灣
文化遊」活動，費用全免，有興趣者可向
文化葫蘆查詢。

■導賞員帶領市民認識舊樓重建項目與城市發展的角力戰。 文森攝 ■市民參觀北帝古廟。 文森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