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明個唱「惹火」開騷前取消
消防指1個月前已通知 帳篷材料不達標可致火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著名巨星黎明（Leon）相隔 5
年，原擬定昨日於中環海濱首開個
唱，吸引全球樂迷前來聆聽。豈料
原定昨晚8時開始的首場演唱會，
食環署於傍晚5時43分發稿，指
主辦單位未能通過消防安全規定，
故食環署未能就該活動發出臨時公
眾娛樂場所牌照，演唱會需要取
消。一眾歌迷失望而回，不少人更
表示不滿。消防處昨晚表示，早在
一個月前通知主辦單位，是次演唱
會帳篷材料不符合國際標準，而主
辦單位逾兩周前將物料作測試亦未
獲通過。消防處強調，演唱會燈光
效果有可能引致火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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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早前亞
視被主要投資者王征入稟清盤，中國趨勢
控股有限公司早前曾向亞視臨時清盤人德
勤會計師事務所提出兩個債務重組建議，
但均被否決。中國趨勢昨日再宣佈修訂方
案，當中包括即時全數支付員工所有欠薪
與臨時清盤人費用，及以年息9%貸款亞
視5億元作業務發展。
中國趨勢指若方案獲法庭、德勤及亞

視股東批准，會即時以現金向亞視員工支
付至4月1日前所有欠薪及亞視臨時清盤
人費用，並稱願將用作支付欠薪的5,000
萬元現金本票交由法庭或德勤保管。
另外，中國趨勢提出以債權轉換為股

權，即將亞視已發行股份全轉為優先股，
而佔75%以上的債權人如王征及中國趨
勢，須同意將所有債權按每股港幣1元；
或法庭批准的價格全部轉為亞視優先股，
而亞視亦會注入中趨旗下互動電視電商媒
體業務，該批注資會變成亞視普通股。

年息9%借最多5億營運
中國趨勢亦同意向重組後的亞視，以

年息9%提供最多5億元貸款，用作日常
營運及業務發展。
中國趨勢主席兼行政總裁向心指出，

亞視在內地珠三角地區擁有合法落地權播
放節目，可覆蓋大量家庭用戶，能避免網
絡電視在內地播放的政策風險，而且亞視
亦有55萬呎廠房可作發展網絡電視所需
的數據中心，集團可節省大量租金，因此

願意提出重組。
多名亞視前員工昨日到記者會了解方案。前亞

視營運總裁馬熙表示，現時最重要是可以取回欠
薪，自己自去年12月起被拖欠薪金，總數達七位
數字，「單是去年賣片的佣金已達300萬元。」
但他強調最重要是最大投資者王征同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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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傳統紙媒營運艱
難，繼早前《FACE》、《三週刊》及《太陽
報》停版後，出版僅半年的《E週刊》昨日傳出
裁減一半員工至50人，並由現時一書四冊變成一
書三冊。《E週刊》負責時政的執行總編輯蕭煒
春接受傳媒查詢時承認，本月初已得悉要削減開
支，希望盡量減少受影響員工數目。而不少員工
坦言對公司決定感驚訝，因為團隊最近才「齊
人」，可謂剛剛踏上軌道。
去年10月創刊的《E週刊》，由免費報紙《都
市日報》主席黃浩創辦，投資額逾一億元，全公
司員工逾一百人，主要來自去年8月停刊的《忽
然一周》班底。《E週刊》一書四冊，包括《E週
刊 》 （Book A 時 政 ） 、 《e + 娛 樂 》 、
《MODE》及《美食旅客》，逢周四出版，售價
由原先15元減至10元。
有消息指《E週刊》下月1日進行內部重整架

構，潮流書《MODE》將會夾入報道時政的
Book A，即由現時一書四冊變成一書三冊，同時
會投放更多資源落數碼部門及增加「狗仔隊」人
數。最新出版的新一期周刊未受影響，但暫時未
知下期有何變動，詳情最快今日公佈。

時政攝影「重災區」執總呈辭
有傳媒向黃浩求證裁員消息，對方指雜誌近日

與美國及台灣洽談合作多媒體發展新計劃，未來
會加強該方面發展及增加「狗仔隊」人手。他又
表示，當初請多了人手，會率先裁減不懂多媒體
的部分員工，部分則會減薪數個百分點。
蕭煒春表示，昨日已向員工交代事件，由於她

已經呈辭，因此不知具體受影響員工人數，但據
聞部分留下的員工需要減薪。她表示，Book A連
同攝影有30多人，受影響員工將工作至本月底，
由於周六日是假期，故被裁員工將工作至今天。
有員工坦言，難以理解為何要有此決定，即使
「有得留低」亦無心戀戰。

《E週刊》裁50人
一書「四轉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標準工時委員會
日前就「標準工時」展開第二階段諮詢，委員會
主席梁智鴻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指出，諮詢提
出的方案包括「小框」，資方代表均同意納入該
方案，相信委員都是以理據為依據作討論。
是次諮詢為期3個月，梁智鴻指諮詢不是要量

化，而是要求質素，如有需要可延長諮詢時間。
他續說，收集好各方面意見後，委員會最終必定
會提交報告，因此不存在「爛尾」。他又說，如
果今次不就有關問題踏出第一步，不知道何時再
有機會商討。
梁智鴻又稱，尊重勞方代表退出委員會的決

定，但冀他們仍然就不同範疇給予意見，「工時
問題難以勞資雙方都百分百同意，希望彼此能求
大同存小異。」他又呼籲工會代表出席之後的諮
詢會，並給予意見。

梁籌庭：「標時」要有立法基礎
已退出會議的勞方代表之一梁籌庭在同一個節目

上表示，勞方會自行撰寫報告，但因要收集及分析
數百個工會意見，暫未能估計何時向政府提交報
告。他又形容勞方在委員會內已「斬纜」，強調
若不以立法方式研究標準工時，難以重返會議，
又指委員會如同球賽，但沒有公平競爭。他不希
望委員會的研究「爛尾」，但認為「標時」問題要
有立法基礎，否則將來的討論便會沒有依據。

梁智鴻：標時諮詢「重質不重量」

原定由昨晚起至下月7日於中環海濱舉行「黎明Le-
on 30th Anniversary Random Love Songs 4D in

live 2016」演唱會，卻於「臨門一腳」不獲發臨時公眾
娛樂場所牌照，昨晚的演唱會需臨時取消。

場地設施未符消防安全不獲發牌
食環署指出，接獲是次演唱會的牌照申請後，按照既

定程序處理及徵詢相關政府部門意見，並一直與主辦單
位就各部門的意見保持溝通。食環署及相關部門於前天
及昨天均有到活動現場巡視，但該場地設施仍未符合消
防安全規定。食環署表示，會繼續與相關部門及主辦單
位跟進處理牌照申請事宜。
消防處高級消防區長（港島區及西九龍分區防火辦事
處）曾達明昨晚向傳媒解釋事件經過，指消防處於本周
二及周三，曾到活動現場進行兩次巡查，均發現演唱會
帳篷物料未達抗火標準。他續說，消防處因應主辦方要
求，於昨日下午2時作最後巡查，發現物料仍未符合要
求，「由於活動使用的燈光會放熱，可引致火警，基於
公眾安全考慮，故消防處未有發出消防證書。」
曾達明解釋時序，指活動主辦單位向食環署申請臨時
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後，消防處於今年1月25日收到食環
署轉介後，於2月2日派員到中環場地視察及作風險評
估。
主辦單位於3月1日遞交場地平面圖，同月3日消防人

員再到場視察，8日發出消防安全規定要求主辦單位跟
進。消防處於3月29日與主辦方聯絡，促使主辦單位於4
月12日將有關物料交給有關化驗所測試，測試結果顯示
未符合要求。換言之，即4月18日進場搭建前，主辦單
位已知相關物料不符合規定。

唱片公司致歉 促留意官方公佈
黎明的唱片公司A-music亦於facebook發表聲明指出，

本於昨晚開始舉行一連8場演唱會，現由於牌照事宜，
未能如期於昨晚舉行首場演唱會。已購買門票的觀眾，
可留意官方facebook稍後公佈的最新安排。公司亦對事
件令一眾歌迷失望，深感抱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前面是
絕路，希望在轉角！雖然社會近期充斥
負面情緒，甚至有移民思潮，但有調查
指67.1%受訪青年對未來人生仍感樂
觀，傾向悲觀僅佔 5.2%。另外，逾
60%受訪青年不會考慮移民，但有青年
有感現時社會紛亂、缺乏溝通，出現分
裂局面，自己無力改變而感到悲觀，冀
有關當局正視有關問題及對症下藥，改
善施政及管治，重建官民互信基礎。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轄下的
「青年創研庫」早前訪問522名年齡介
乎15歲至34歲香港青年。若以10分為
非常樂觀，0分為非常悲觀，受訪青年
自評未來人生的樂觀度為6.56分。另
外，53.4%受訪青年對香港社會未來發

展感樂觀，19.1%受訪者傾向悲觀，整
體平均分為5.53分，反映受訪青年對個
人發展抱有希望，但對社會未來發展感
到悲觀。
調查亦發現，受訪青年對香港經濟前

景的信心度為5.61分，僅屬普通水平。
不少受訪青年不滿政府施政及立法會整
體表現，平均分只有4.59分及4.28分，
當中對聆聽市民意見及推動政制發展方
面的表現最為不滿。
青年創研庫「社會與民生」組別召集

人李國義表示，23.7%的受訪青年認為
政府施政沒有影響力，會採取不同程度
的方式，如向政府表達意見（9.5%）、
參與社會抗爭（5.7%），以及加入諮詢
組織（3.1%）等。他指出，受訪青年認

為社會穩定、法治與自由是最重要的首
三項社會價值觀。

倡當局正視青年對社會悲觀感
他續稱，研究亦與20名青年作深入訪
談，有青年對自己無力改變現時社會紛

亂、缺乏溝通及分裂局面感到悲觀。李
國義指出，受訪青年對本港經濟、政府
管治以及社會民生方面的狀況，均傾向
負面觀感，建議有關當局要正視青年對
社會存有悲觀情緒，針對問題對症下
藥。

67.1%港青對人生感樂觀

■左起：青年
創研庫「社會
與民生」組副
召集人譚沛
楹、召集人李
國義、召集人
陳翠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李思穎）原定昨日首場
公演的黎明演唱會，結果主辦單位在開騷前兩小時宣
佈取消。為安撫大批歌迷，黎明先後兩次拍攝短片上
載至其個人facebook賬戶，公開向歌迷道歉及解釋原
因。他亦於昨日傍晚分別在正門入口及側邊位置，透
過揚聲器再向歌迷致歉。
黎明昨日傍晚6時許上載首條短片，解釋因消防處

指場地布料雖屬防火材料，但並非英國認可規格，因
此需盡快解決善後工作。他又呼籲正在排隊的歌迷回
家，並為一切不便致歉。他又留言：「對不起！各位
買了門票的朋友！一萬句！都不能補償你們支持我的
心靈！我們會盡最大努力去搶救！再通知大家！」
其後，戴上帽子的黎明現身會場，在正門入口及側

邊位置透過揚聲器向歌迷致歉，強調會盡快在24小時
內解決問題。當黎明語畢後，現場粉絲紛紛大叫「Le-
on！」有人聞言激動不已，甚至失聲痛哭。由於群情
洶湧，大批粉絲其後到黎明facebook專頁批評政府。

晚上再拍片 籲歌迷勿罵政府
黎明昨晚約8時再拍短片，呼籲歌迷不要罵政府，
指是其團隊的責任：「是我們的責任！請不要說政府
部門不是！」他在片中解釋，「一定要說清事件，
（大家）不要誤會，不關任何其他（政府）部門
事。」他指主辦單位作為申請一方，需要盡責任處理
事情。
不少到場歌迷獲知消息，均大感失望和鼓譟，更有

粉絲難過落淚。在場的高小姐與朋友於下午5時許到
現場，因自己喜歡Leon多時，故早已買票。對於演唱
會忽然取消，高小姐說：「其實都唔關Leon事，佢剛
才同我們道歉時，講到想喊咁，作為歌迷都好心痛，
希望問題盡快解決。」

Leon現身致歉
粉絲激動痛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梁靜儀、吳文釗） 黎明演
唱會臨時被迫取消，舊愛舒淇
在另一活動被問及時笑說：
「幸好我這邊沒取消，哈哈
哈！」但當知道個唱取消是因
臨時不獲發娛樂牌時，她的反
應是：「咁都得？不應這樣臨
時的！」提到黎明粉絲在演唱
會現場嚎哭？舒淇指的確是令
人失望的消息，但她沒打算看
黎明這次演唱會，因剛從台灣
拍戲回來也不知香港發生何
事，但指有機會也會問候一下
對方。
樂基兒表示，不回應有否獲
前夫黎明邀請去看演唱會，而
且她今天便離港度假，故不會

去看。樂基兒又對演唱會不獲
發牌指不知情及不作評論，但
相信黎明會另有計劃，不會就
此取消個唱作罷。
謝婷婷稱，數星期前才與黎

明吃飯，也想去看他的演唱
會。雖然她本身不太聽中文
歌，但有關心「四大天王」的
消息，也懂唱黎明以前所有熱
門歌，他拍MV亦會去探班。
對於其演唱會臨時要取消，她
希望最終會通過審批，讓觀眾
有機會看到他的演出。
琦琦本也想看黎明演唱會，

但因工作不在港，當得知首場
演出取消，她第一個反應是：
「那豈不是損失很大？粉絲來
自世界各地，看不到一定好失

望，應該一早通知而不是今日
開騷才講不批准，真的好慘，
Leon自己一定好生氣！」

丁子高信製作單位懂應變
丁子高透露，Amusic高層王

凱文原約了他及千嬅下周一看
黎明演唱會，他本身便買了當
日15張、每張1,980元的門票，
不擔心演唱會最終開不成，因
為他很期待4D效果，相信製作
單位會懂得應變。
黎明旗下藝人馬天佑表示，

不擔心賠償問題，相信黎明是
個反應快的人，定能將問題解
決。對於歌迷都在現場失望痛
哭，他指這代表個騷好看，因
第一次有4D。

舊愛「甩底」舒淇：咁都得？

■不少到場歌迷獲知演唱會
取消，均大感失望及鼓譟。

■黎明即場向觀眾致
歉及交代演唱會取消
情況。

■演唱會雖取消，仍有大批歌迷在觀眾入口
處聚集。

■舒淇 ■樂基兒

■不少歌迷昨一早到場，但演唱會突於開場
前宣佈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