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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折歎旅發局得獎佳餚

港鐵今開董事會確認 張炳良：待正式知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由香港
旅遊發展局主辦、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
司協辦的2015年「美食之最大賞」，各
獎項得主昨日誕生，旅客及市民可於今
年 8 月「香港 FUN 享夏日禮」推廣期
內，以八折優惠價享用各款得獎菜式。
「美食之最大賞」至今已舉辦第十四
屆，是本港歷史最悠久，且最具權威性
的餐飲業界盛事之一，旨在表揚香港具
代表性的中式佳餚，吸引訪港旅客品
嚐，鞏固香港作為「亞洲美食之都」的
地位。

高鐵料超支250億 通車或再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高鐵延誤及超支問題再有新發展。有

消息指，港鐵今天將召開特別董事會，確認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超
支最多 250 億元。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日表示，港鐵一直稱會
在 6 月內完成對高鐵最新工程時間表及成本預算評估的審視工作，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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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之最大賞」獎項昨出爐
2015 年「美食之最大賞」獎項昨日誕
生，今年比賽共分 4 個組別，包括「點
心——潮州粉果」、「肉餅」、「蔬菜
和菇菌」及「雞煲」，當中共有 9 個菜
式獲頒發「至高榮譽金獎」殊榮，當中
包括彩福皇宴（佐敦店）的「潮州真功
夫粉果」，及港島海逸君綽酒店君綽軒
的「潮州粉果石榴球」，一同在「點
心—潮州粉果」組別獲至高榮譽金
獎；「雞煲」組別的「至高榮譽金
獎」，則由太興（淘大店）的「鮮淮山
鱔肚馬來胡椒雞煲」及香港黃金海岸酒
店 「粵」的「乾坤無花果鹹檸雞煲」

正等待港鐵公司正式知會政府。而政府是高鐵工程其中一個合約方，
為避免潛在利益衝突，4 名政府董事都不會參加港鐵董事會會議。

港鐵去年爆出高鐵香港段工程延誤
兼超支後，港鐵將通車時間延後

至 2017 年，工程造價亦由 650 億元增至
715.2 億元，但政府指估算未包括若干
事項，需再作評估。當局又多次表示，
會保留一切向港鐵追究所保證事項和應
負合約責任的權利。惟港鐵今年 3 月公
布業績時，曾指承擔責任金額設有上
限，即港鐵最多只會承擔 45.9 億元超
支。

總工程造價增至 900 億
消息指出，港鐵今日早上召開特別董
事會，確認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超支
最多 250 億元，即高鐵工程造價會增至
900 億元。港鐵董事會確認金額後，會提

交政府。
張炳良昨日出席活動時未有證實有關
消息，只稱港鐵一直向政府表示會在 6月
內完成對高鐵的最新工程時間表與成本
預算評估的審視工作。程序上港鐵需就
任何評估結果得到董事會認可，政府正
等待港鐵的正式知會。
本身是港鐵非執行董事的張炳良表
示，由於政府在高鐵工程上與港鐵之間
是其中一個合約方，為迴避任何潛在利
益衝突，4 名政府董事將不會參加港鐵董
事會有關會議。

田北辰倡特權法問責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田北辰表
示，據他了解，最新高鐵造價或達到 900

億元。他關注高鐵工程超支的金額由誰
支付，又不排除引用特權法調查，了解
由誰為超支負責，以及需負多少責任。
他又透露，西九龍總站的天幕上蓋鋼鐵
架設計出現問題，原設計未可承受颱風
下所受到壓力，拖達數個月仍未獲得解

獲得。
旅客及市民可於今年 8 月「香港 FUN 享夏日
禮」推廣期內，以八折優惠價享用各款得獎菜
式。此外，旅發局亦會於 10 月份舉行的「香港美
酒佳餚巡禮」中，呈獻多款「美食之最大賞—至
高榮譽金獎」得獎菜式，讓更多旅客和市民也可
品嚐色香味俱全的中式佳餚。

決，令早前更新的 2017 年通車目標，或
要再度延遲。
去年調查高鐵風波的港鐵獨立董事委
員會主席馬時亨接受查詢時表示，由於
現時並不在港，故不會參加有關會議，
而他亦未有收到相關文件。

「佔領」撕裂社會 港幸福排名 120

■學者指出，去年的「佔領」行動令社會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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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
日前公布 2014 年度全球幸福指數報告，中美洲國家
巴拿馬蟬聯榜首。香港在 145 個國家及地區當中僅
排第一百二十位，5 個評分指標當中只有經濟排名
較前，排第二十三位，其餘 4 項均排名百名以外，
身體健康及生活目標更分別排第一百四十位。有學
者指出，調查期間本港經歷「佔領」事件，市民在
政治上感到無力，人際關係亦撕裂，期望隨政改爭
拗暫告一段落，社會各界可修補關係。
蓋洛普與 Healthways 健康機構合作，去年在全球
145 個國家及地區訪問超過 14 萬名 15 歲以上人士，
邀請受訪者在「生活目標」、「社會」、「經
濟」、「社交」及「身體健康」5 方面評分，計算

出在 3 個或以上指標感滿意的居民比例，編制出最
終排名。

巴拿馬最幸福 阿富汗最差
報告指，巴拿馬連續兩年在整體幸福指數排行第
一位，53%居民在 3 個或以上指標感滿意，排第二
位及第三位的分別是哥斯達黎加及波多黎各。排名
最低的是阿富汗，當地沒有人認為自己在 3 項或以
上指標感到滿意。此外，中國內地排第一百二十七
位，台灣則排第五十九位。
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認為，
調查期間，本港經歷「佔領」事件，市民在政治上
感到無力，人際關係亦撕裂，期望隨政改爭拗暫告

一段落，社會各界可修補關係。

何濼生：港青迷茫需生命教育
每年均會調查港人快樂指數的嶺大公共政策研究
中心主任何濼生指出，香港物質富裕，但青年在尋
找人生意義及社交上都缺乏滿足感。
他表示，近年青年人的幸福指數一直下跌，個人
抱負與社交上俱沒滿足感，「他們不用憂柴憂米，
但有什麼能滿足他們的內心世界呢？這些是較為迷
茫的。」何濼生續說，青年人普遍社交圈子較窄，
網上雖有所謂的朋友，但並非深交，建議當局加強
在中小學推行生命教育，讓青年人學習定立目標，
珍惜生命，「少一點跟人比較」。

中電多制式充電器 電動車「十里一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在港行走的電動車數
量近年持續增加，由 2010 年底少於 100 輛增至現時逾
2,200 輛。為進一步推廣市民使用電動車，中電引入全
港首個多制式電動車快速充電器，明年底前亦會再加
裝 10 個同款「快叉」，屆時駕駛人士在九龍及新界區
平均每行約 10 公里，就可找到「快叉」。中電最近亦
簡化在大廈車位安裝分錶的申請及技術程序，並會協
助用戶選取較近電源取電，減少對停車場運作的影
響。
現時中電在九龍、新界及大嶼山設置 39 個電動車充
電站，共提供 146 個充電器。其中 7 個為充電站為快速
充電，可於 30 分鐘內充電達 80%，相等於行走約 100
公里路途，但大部分只限於日本 CHAdeMO 及歐洲
CCS直流制式。

供歐日 3 制式 涵蓋九成車型
中電最近在佐敦中電百周年大樓安裝全港首個多制
式電動車快速充電器，可供日本 CHAdeMO 制式、歐
洲 CCS 制式，以及歐洲 IEC Type 2 AC3 Phase 交流制
式的電動車使用，預計可涵蓋約 90%本港行走的電動
車。

39 標準充電器「升呢」縮時
中電市場及客戶服務業務部總監周立文昨日預告，
將於明年底前在九龍及新界多個地區加建 10 個多制式
「快叉」，屆時駕駛人士在九龍及新界平均每行駛約
10 公里，便能找到中電「快叉」站。中電亦計劃將目
前 39 個標準充電器陸續提升至中速充電器，充滿電池
所需時間會由 8 小時至 10 小時，縮短至 4 小時至 5 小
時。
中電早前將充電站的免費充電服務延長至今年底，
至於日後會否轉為收費，周立文稱要視乎電動車在港
發展情況，並會每年作出檢討，稍後再作公布，但稱
「我哋過去幾年都是免費」。而市民可透過中電網站
及手機應用程式，查看中電電動車充電站的位置。

■周立文介紹中電新引入的多制式電動車快速充電器。

新服務兩周裝妥車位分錶
另外，中電又推出「333 電動車供電支援服務」，用
戶填妥 3 張表格，包括供電申請表、使用大廈上升總線
同意書及分戶電錶安裝同意書後，中電會於 3 個工作天
內派員實地視察和提供電錶安裝建議；待用戶完成安
裝後，中電亦會在 3 個工作天內派員檢查裝置，再接駁
電源及安裝獨立分錶。
周立文以剛完成安裝的一個北區屋苑停車位為例，
新安排下用戶可將充電器連接就近的公共設備電源，
節省距離掣房長達 200 米的電線，再安裝分錶分別計算
充電器及公共地方的用電量，整個程序只需約兩周。
周立文指出，新安排可減省安裝電動車充電裝置時
鋪設電線的時間及費用，亦可讓車主了解電動車實際
用電量，同時可減少安裝工程對停車場運作的影響。
服務推出約兩星期以來，已接到逾 10 個查詢，有一個
充電器已成功安裝，另一個正在安裝。有興趣的電動
車用戶可致電「特快專線」2678 2622，查詢有關詳
請。

塱原建單車徑疑趕絕稀有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蝴蝶翩然起舞，引人
入勝，但生態一旦受到破壞，如此美景或不復再。綠色
力量早前在河上鄉、塱原及落馬洲進行蝴蝶調查，發現
當地共記錄 50 種蝴蝶，佔全港蝴蝶品種 19%，當中包
括多種罕見品種，但有一種罕有蝴蝶疑因建造單車徑而
消失。綠色力量表示，會將河上鄉、塱原及落馬洲納入
「蝴蝶普查員」計劃，長期監察當地蝴蝶生態，以在當
區發展前了解蝴蝶多樣性，並為當地保育提供更多生態
數據。
綠色力量於今年 5 月至 6 月在河上鄉、塱原及落馬洲
進行共 4 次初步蝴蝶調查。初步調查結果顯示，3 地共
記錄了 50 種蝴蝶，佔全港蝴蝶品種 19%，當中包括罕
見品種，如柑橘鳳蝶、玳灰蝶及薑弄蝶；過往亦有觀蝶
愛好者在河上鄉及塱原發現同屬罕見的黃鉤蛺蝶。
綠色力量高級環境事務經理單家驊昨日表示，過去曾
在塱原見過較罕有的雙子酣弄蝶，但當局早前在塱原北

部的一片竹叢興建單車徑，到近日已找不到雙子酣弄
蝶。他指出，雙子酣弄蝶屬非常罕有品種，本港只有數
個地方有記錄，當中以河上鄉的種群數目最多且穩定。
綠色力量又宣布，正式將河上鄉、塱原及落馬洲納入
「蝴蝶普查員」計劃，長期監察當地蝴蝶的情況。單家
驊表示，河上鄉及塱原屬將來「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
核心，落馬洲則於未來納入河套地區發展，「納入長期
監察後，可在發展開展前了解蝴蝶多樣性，為保育 3 地
提供更多生態數據，有助監察及評估日後發展對蝴蝶的
影響。」
另外，綠色力量將展開「7．14 全城愛蝶」活動，7
月至 10 月期間將於全港不同地點，展出由廢棄玻璃製
作而成的 3,714 隻玻璃蝴蝶，且全數「蝴蝶」均全人手
製作。市民除可透過展覽認識香港蝴蝶，亦可參與工作
坊，及可在展覽完結後捐款認購玻璃蝴蝶以支持蝴蝶保
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