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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第15/110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9月24日

頭獎：$90,031,310 （0.5注中）
二獎：$752,350 （11.5注中）
三獎：$75,150 （307注中）
多寶：$45,015,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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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保安局昨日將
泰國曼谷的外遊警示級別由紅色降至黃色。特
區政府發言人表示，計劃到當地的港人應該提
高警惕，注意安全，留意當地政府的公佈，亦
要避免到人群聚集的地方，保安局會繼續留意
當地情況。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昨日表示，本月

11日起已陸續有旅行社重新出團前往曼谷，
降低外遊警示級別應無大改變。
他續說，現時本港至少有10個團、合共

約150人身在曼谷；由即日起至下月6日亦
約有50個團、合共約700人出發到曼谷旅
遊，他預計曼谷團可在短時間回復原有客
量。
曼谷著名景點四面佛一帶上月17日傍晚發

生爆炸，造成20人死亡、123人受傷，包括香
港、內地及台灣遊客，兩名香港女遊客更在事
件中喪生，港府翌日將曼谷的外遊警示級別升
至紅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房屋委員會公屋食水質量
控制問題檢討委員會昨日舉行第七次鉛水小組會議，主
席張達棠會後表示，初步相信屋邨食水含鉛的源頭來自
水喉焊接物料，但仍等待水務署調查報告以進一步確
實。委員會正就綜合所得資料草擬中期報告，冀於數天
內提交。他又說，以現時房屋署在現成屋邨水喉採取配
件的做法，相信可降低水含鉛機會，委員會計劃下月初
到未落成工地實地考察，深入了解屋邨工地施工流程。
張達棠表示，委員會昨日綜合討論過去所查找到的資

料，包括部分承建商與水喉公司的意見，以及涉事承建
商所提交的相關報告，該會將考慮及商量一籃子因素，
以查找水含鉛源頭。他表示，現階段初步相信屋邨食水
含鉛其中一個主要「元兇」為水喉焊接物料，目前仍等
待水務署專家小組報告，「房屋署提供不少啟晴邨相關
水喉部件及焊位予專家小組作化驗之用，相信該報告所
得調查的結果準確性較高。」
他又說，委員會亦審閱了一份房屋署就現成樓宇處理水

喉問題提交的報告，報告指現成屋邨物業管理有4方面與
水喉牽涉關係，當中包括一般日常屋邨水喉維修、因住戶
遷出而需還原單位、大型屋邨維修、以及為2005年或以
前落成的公屋替換舊水喉為銅喉的計劃。他表示，根據該
報告，水喉焊位甚少使用焊支接駁物料，多以配件接駁，
認為若含鉛源頭是焊支造成，以房屋署現時在屋邨水喉採
取配件的做法，相信可降低水含鉛機會。

委員下月視察公屋工地
張達棠續說，為深入了解屋邨工地施工流程，正安排

委員下月初到未落成工地實地考察，屆時可深入了解工
地監管、地盤施工及驗收物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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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達棠：水喉焊料為「鉛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早前有報道指臨時邊境購
物中心對新田村交通有嚴重影響，運輸署昨日澄清，報
道中所指的地點並非新田村路，又指已詳細審視該購物
中心預期產生的交通需求對附近道路的影響，並認為新
增車流在容量之內。
運輸署昨日澄清，有關報道中所指的地點為青山公路

新田段，即擬議購物中心外，並非新田村路。事實上，
青山公路新田段在黃昏時段現時每小時車流量約為1,500
架次，署方預計當購物中心啟用後，青山公路的車流只
會稍為增加，而增加後的車流仍屬可接受水平。
運輸署表示，理解新田村附近居民憂慮擬議的落馬洲

臨時購物中心落成後，會加重青山公路一帶的交通負
荷，署方已詳細審視該購物中心預期產生的交通需求對
附近道路的影響，並認為購物中心產生的新增車流會在
附近道路容量之內。

車流料增至每小時540架次出入
署方又指出，擬議的購物中心位於新田村路及青山公

路交界處，其主要出入口設於上述交界處以北約30米的
新田村路。根據交通評估報告，現時新田村路黄昏的車
流每小時約120架次駛出及150架次駛入，當購物中心啟
用後，預算該處的車流每小時會增加至約240架次駛出
及300架次駛入，認為數字合理。
在交通服務方面，購物中心的申請人建議提供免費穿梭

巴士連接購物中心與新田運輸交匯處，訪港旅客可在交匯
處轉乘皇巴往來深圳皇崗；本地旅客可在交匯處轉乘多種
公共運輸服務往來屯門、元朗、上水或其他地區。
申請人並建議提供跨境直通巴士，接載旅客直接經落

馬洲管制站往返購物中心與深圳福田或皇崗，有關安排
可減低購物中心啟用後對落馬洲支線管制站公共交通服
務的需求。運輸署強調，申請人須就其建議的交通服務
提供詳情，署方會詳細審批其所提交的資料，確保有關
建議可行及能應付購物中心所引致的交通服務需求。

邊境購物中心增車流
運署指水平可接受

高鐵超支延誤 港鐵最大責任
特首：港鐵有義務完成項目 田北辰憂承建商「集體離場」

立法會原本為整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批出650億
元，港鐵早前已稱明年7月前會用盡。而工程最新

造價高達853億元，港鐵與政府仍在商討由誰負擔超支的
203億元。根據工程最新的進度報告，截至6月底，累計
開支已近468億元。
曾任九鐵主席的新民黨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近日向傳媒

透露，特區政府及港鐵對額外撥款數目仍未有共識，承建
商正計算未來工程不可預計的因素，或會否令額外申請的
203億元仍不足以支付工程費用，承建商離場或可減低風
險，更不排除承建商「集體離場」的可能性。

若不加錢 部分工程明年要停
高鐵工程項目中原預留了54億元作為應急費用，田北辰

相信該批款項已經開始動用，又指若特區政府倘遲遲不追
加撥款，部分工程或要於明年停工。但他相信當局很難獲
立法會批出任何追加撥款，因為「一地兩檢」的問題仍未

解決。

未解決申索額 年中升至174億
除可能耗盡撥款外，承建商索償也是要面對的問題。

去年未解決的申索金額為100億元，今年年中已上升至
174億元，當中約40%來自西九龍總站工程，然而至今只
發放了約13億元。港鐵解釋指，由於未能預見的地質因
素為新申索個案的主要原因。田北辰補充指，西九龍總站
北建造工程為延誤得最嚴重的項目，其中有關站內弧形玻
璃天幕，有承建商透露已多次修改設計，圖則紙量已達原
稿的3倍。
面對高鐵超支問題，梁振英昨晨在出席行政會議前回

應傳媒提問時指出，該項目對香港的社會發展及經濟發展
有重大意義，特區政府非常關心高鐵工程延誤及超支的問
題。「地鐵公司作為項目管理人，它有最大的責任和義務
去盡快和控制成本來完成這個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廣深
港高鐵香港段超支已成事實，特區
政府與港鐵仍未就如何承擔超支金
額達成共識。有立法會議員近日透
露，若特區政府及港鐵對此仍未有
共識，承建商不排除「集體離
場」，又相信工程已動用應急費
用，隨時在明年要停工。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表示，非常關
心高鐵工程延誤及超支的問題，並
強調港鐵公司作為項目管理人，有
最大的責任及義務完成項目。

維園「嫦娥奔月」7米綵燈高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了讓市民歡度中秋
節，康文署於各區舉行多項免費活動綵燈晚會及展
覽。3場中秋綵燈晚會亦將於本周六起，一連三天於
不同公園舉行，當中以正日於維園舉行的綵燈晚會最
大型。曾於今年台灣燈會展出的霓虹燈箱大型綵燈組
將重現維園，燈會內亦有高約7米的嫦娥奔月故事大
型綵燈。
3場中秋綵燈晚會分別於本月26日於沙田公園；中
秋節正日（27日）於維多利亞公園，及28日在青衣
公園舉行。當中以維園的展覽最大型，將展出多組大
型綵燈，其中一頂中式造型綵燈高約7米，共4層，
糅合「花炮」及「走馬燈」的元素，展現嫦娥奔月故

事及香港昔日歡度中秋的街景。
曾於今年台灣燈會展出、主題為「我和香港有個

約會」的霓虹燈箱大型綵燈組亦將於維園重現，屆
時與由台灣花燈紮作大師製作的精緻小花燈相映成
趣。

沙田公園展12星座綵燈
至於沙田公園的綵燈會有5米高走馬燈、12星座
燈組等；而青衣公園則有造型可愛的動物燈組，包
括白兔、小丑魚及天鵝等，為市民帶來喜慶與歡
欣。
節目方面，除了必備的燈謎外，還有由國家文化部

港澳台辦公室支持來港演出的上海藝術表演團表演大
型民族歌舞及雜技。廣東及本地的工藝師傅會示範廣
東傳統手工藝，包括廣州欖雕、廣繡、粵劇頭飾、剪
紙技藝、皮鞋製作及古法線面等，維園的綵燈晚會更
獨有舞火龍環節。
維園的綵燈展覽由今天起至28日舉行，其間於晚

上舉行懷舊電影欣賞，選映兩齣作品《樓下閂水喉》
（1954）和《工廠皇后》（1963）；沙田公園及青衣
公園的綵燈展覽則由後日起至下月1日舉行。另外，
以嫦娥奔月的傳說為藍本的「月下嬉戲花海間」專題
綵燈展，現正於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展期至
下月18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據中國殘聯消息，
9月19日至21日，康復國際2015年執委會及代表大會在中
國香港舉行。中國殘聯主席、康復國際侯任主席張海迪出席
會議並講話。她介紹，今年10月將在北京舉辦亞歐會議框
架下殘疾人主題活動，聚焦輔助器具發展，推動亞歐合作惠
及更多殘疾人。
據介紹，此次會議就康復國際過去一年工作和未來戰略發

展方向進行研討，分別召開了康復國際執委會、康復國際各
專業委員會會議、康復國際代表大會以及殘疾人社會融合研
討會。來自康復國際6個區域及7個專業委員會的負責人、
以及相關機構的人員約100人出席會議。
張海迪首先介紹了中國殘疾人事業取得的新成就。中國積

極推動聯合國將殘疾人議題納入2015年後發展議程；今年9
月聯合國成立70周年之際，將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辦高級
別殘疾人主題活動，呼籲落實2015年後發展議程，全面推
動殘疾人事業發展。為落實李克強總理在第十屆亞歐首腦會

議上首次提出「將殘疾人問題納入亞歐合作框架」的倡議，
今年10月將在北京舉辦亞歐會議框架下殘疾人主題活動，
聚焦輔助器具發展，推動亞歐合作惠及更多殘疾人。
張海迪特別指出，今年2月，國務院印發了《關於加快推
進殘疾人小康進程的意見》，並於近日通過了《關於全面建
立困難殘疾人生活補貼和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制度的意
見》，為保障和改善殘疾人民生做出部署，幫助殘疾人共享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成果。中國殘聯會同相關部門，組織開展
殘疾人基本服務狀況和需求基礎數據入戶調查，為更好地服
務殘疾人提供科學依據。中國有8,500萬名殘疾人，這項工
作的順利完成也是對世界殘疾人事業的重要貢獻。

訪港察殘疾人康復設施
張海迪對康復國際一直致力於維護殘疾人權利和促進殘疾

人融合所取得的成績表示讚賞，對康復國際未來工作提出建
議和期望，得到積極響應。會議一致推舉並通過張海迪擔任

《康復國際2017－2020戰略規劃》起草委員會總負責人。
是次會議由康復國際香港委員會主辦，香港勞工及福利局

支持協辦。在港期間，張海迪還參觀了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
新頁居、以及香港復康會下屬的藍田綜合服務中心，考察智
力殘疾人康復及殘疾人服務設施。

亞歐會下月談輔助器具惠殘疾人

■張海迪與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新頁居康復人員親切交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城規會昨日通過掃管笏
一幅綠化地改劃為住宅用
地，預計可提供 2,000 個單
位。有小欖新村村民到場示
威反對修訂，批評當局無諮
詢。規劃署表示，有關土地
上主要建築物是寮屋及臨時
搭建物，政府有既定政策賠
償及安置受發展影響的合資
格居民。
城規會表示，公眾諮詢期
間共收到142份反對意見，包
括擔憂改劃會破壞環境，影
響村民及帶來交通問題。昨
日城規會會議前，約30名小
欖新村村民到場抗議有關修
訂，並指約40年前因興建海
水化淡廠，無奈下拆遷到現
址，批評當局再次違反承諾
拆村，決定前亦未有諮詢他
們。
規劃署則表示，曾查詢有關
部門，找不到承諾不搬村的檔
案紀錄，又指土地上主要建築
物是寮屋及臨時搭建物，政府
有既定政策賠償及安置受發展
影響的合資格居民。該署又指
出，用地雖然有小量植被，但
緩衝效用及保育價值較低，適
合作住宅發展。

今次涉及改劃的土地位於青山公路大
欖段及屯門公路之間，屬小欖新村以
西，總佔地6.03公頃，計劃以3.6倍地
積比率發展，可提供2,000個單位，其
中部分地段已經納入賣地表。

■「月下嬉戲花海間」專題綵燈展展示造型可愛的小嫦娥、小白兔穿梭花海中。 ■「月下嬉戲花海間」專題綵燈展現正在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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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仔藐視法庭僅罰款 正義聯盟促嚴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壹傳媒

集團旗下《蘋果日報》及《爽報》報
道周凱亮謀殺父母一案上，早前因藐
視法庭被判罪成兼罰款，有政黨認為
刑罰太輕，昨日先後到律政司辦公室
及壹傳媒總部請願，批評壹傳媒多次
報道失實，又要求律政司嚴正處理壹
傳媒違法一案。
正義聯盟黨約20名成員昨日下午到

律政司辦公室請願。他們高呼「犯法
脫罪，天理何在」等口號，不滿法庭
輕判。該黨主席李偲嫣宣讀請願信
稱，對代表律政司的大律師翟紹唐在
審理壹傳媒藐視法庭案時，在庭上指
「不會要求判監」感到失望，又冀律
政司嚴正處理壹傳媒違法一案，不偏
不倚地維護法律公平，以及不要偏私
「放生」壹傳媒集團。
該黨亦提出4項訴求，包括要求律政
司向公眾道歉、嚴格挑選代表律政司的
專業法律人員、公開交代何時處理有關
「佔中」的未檢控案件、以及對判刑太
輕的案件提出上訴，包括壹傳媒藐視法
庭案。李偲嫣向律政司代表遞交請願
信，並指若律政司不回應，不排除會親

自找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批黎智英煽「佔」毀港安穩
其後該黨到壹傳媒總部抗議，李偲

嫣在大樓門外批評，壹傳媒多次報道
失實，並觸犯法律仍不悔改，又質疑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一直煽動「佔
中」，涉嫌利用大量金錢去操控一眾
學者、政客及學生組織為其野心服務
及賺取政治利益，是破壞香港安穩的
幕後黑手。一眾示威者在撕破及踐踏
印有黎智英肖像的海報後和平散去。

■正義聯盟黨到壹傳媒總部抗議，指摘集團旗下媒體多次報道失實及創辦人黎
智英破壞香港安穩。 莊禮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