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7%人未成年開齋賭波
馬會足球博彩額升不停 陳克勤倡「准賭」年齡升至21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

2016歐洲國家盃開鑼在即，民建聯

家庭事務委員會檢視賽馬會數據，

發現足球博彩額多年來一直增長，

去年度的足球博彩額較8年前增加

2.6倍，多逾481億元；即使在非大

賽年，足球博彩額亦有明顯升幅。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認為數字

反映賭波風氣正加速蔓延，認為與

馬會積極推廣賭波有關，政府有責

任加強規管，並建議將合法賭博年

齡提高至2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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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馬會足球博彩投注額

財政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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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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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世界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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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波
（百萬元）

78,249

62,197

50,606

47,285

39,763

38,908

35,108

34,442

30,190

較上年增長
（%）

25.81%

22.90%

7.02%

18.92%

2.20%

10.82%

1.93%

14.08%

--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翻查馬會年報，發現馬會的
足球博彩額多年來不斷增長（見表），2014/15年

度的足球博彩投注額破紀錄達782億4,900萬元，為
2006/07年度的2.6倍。而去年度的足球博彩投注額增長
率達 25.81%，足球博彩投注額佔總投注額的比例
41.41%，同樣破紀錄。
他們又發現，以往每逢大型賽事年度，馬會的賭波投
注額增長都較非大賽年度明顯增加；惟2014/15年度雖
並非大賽年，足球博彩投注額卻比2013/14年度正值世

界盃的大賽年間增長25.8%，增多逾161億元。

迎歐國盃 23.1%擬下注逾千元
委員會又另外進行問卷調查，訪問了275名市民，發

現有45%受訪者曾經賭波，其中41.9%人首次賭波年齡
低於21歲，包括13.7%人更是成年前的「犯法」年齡。
近68%曾經賭波的受訪者表示，首次賭波是從馬會下注
開始。60%受訪者贊成將香港合法賭博年齡提高至21
歲，20.4%反對。

提到今年歐國盃，37.8%受訪者表示打算下注賭波，
當中76.9%計劃投注千元以下，23.1%會投注過千元。

促監管馬會增新投注玩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指出，馬會數據反映馬會足

球博彩所衍生的賭風正在加速蔓延，情況令人憂慮。他
認為，賭風蔓延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馬會積極推廣賭
波，增加大量新玩法，例如是「邊睇邊賭」、增加投注
選項、推出更便利的投注方法等，吸引人愈賭愈多。

他表示，目前馬會增加新投注玩法時「黑箱作業」，
認為政府應設立監管機制，審批馬會在足球博彩玩法上
的調整，增加透明度及公眾參與度。他又要求政府研究
將合法賭博年齡提高至21歲，遏止賭博年輕化。他將
會於立法會相關委員會上提出動議討論。
陳克勤認為，目前政府針對青少年賭波問題的教育嚴

重不足，需要製作更具針對性的宣傳短片，忠告青少
年。而警方亦需要持之以恒，不論大賽或非大賽期間都
加強打擊非法賭波。

■■陳克勤陳克勤（（右二右二））憂賭波風氣加速蔓延憂賭波風氣加速蔓延，，建議建議
將合法賭博年齡提高至將合法賭博年齡提高至2121歲歲。。 陳敏婷陳敏婷 攝攝

香港特區剛
獲國際評級機
構瑞士洛桑國
際管理發展學
院（IMD）評

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經濟體，惟中國社
會科學院發表有關中國城市競爭力的
報告，香港排名卻次於深圳只佔第
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認為，不同評
級機構對香港競爭力的排名不一，反
映香港經濟發展各有長短，故絕對不
能鬆懈，仍需繼續發展經濟，致力提
升長遠競爭力。

重回榜首反映體制優勢
曾俊華以《重奪第一》為題發表網
誌指出，IMD公佈的《2016年世界
競爭力年報》，香港再次被評為全球
最具競爭力經濟體，是一個令人振奮
的消息。報告在「政府效率」及「營
商效率」兩方面給予香港極高評價，
藉此令本港重回榜首，亦反映本港的
經濟和社會體制優勢，包括貨物及資
金自由流通、簡單稅制和低稅率、法
治社會、公平競爭環境，及廉潔社會
風氣，在國際社會獲廣泛認同。
他直言，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經

濟體之間競爭激烈，香港能重拾桂
冠，絕對得來不易。為確保評級機構
對香港作出公平、準確評價，他委託
政府經濟顧問陳李藹倫負責監察香港
經濟的國際競爭力，留意各個具公信
力國際評級機構對香港的評價，從中
分析香港的強弱。

與內地城市增合作達多贏
他說，陳李藹倫於過去一年曾與7

個評級機構進行定期對話，互相交流
有關競爭力的最新研究，從而汲取對
方經驗，也能更立體地分析香港與其
他經濟體的差距，對本港制定相關政
策甚具啟示作用，同時又可藉此向評
級機構講解香港最新經濟情況，釐清
他們對香港一些數據的誤解，加強國
際社會對香港的認識。
不過他提到，中國社科院上周發表

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因以經
濟增長和規模分析城市的綜合經濟競
爭力，而香港作為發展成熟都市，經
濟增長速度難與內地城市相比，故只
排名第二。惟香港在可持續競爭力方
面仍居全國之首，反映香港仍具一定
競爭優勢。他相信，只要香港與內地
城市加強合作，定能互補優勢，達至

多贏局面。

評級標準有別 因側重點不同
對於不同評級機構給予香港競爭力

排名不一，曾俊華解釋，這其實是由
於各評級機構的側重點不同，故評核
指標亦有差異。但正正是這些差異，
才能清晰反映香港經濟各方面的長
短。他提到，香港在世界經濟論壇去
年發表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只排
名第七，便是因其較看重科研與創

新，香港在這方面的評分不及其他經
濟體，故影響整體排名。政府就此已
推出一系列措施支持創新科技發展，
冀透過推動創新科技的研發和應用，
為香港經濟帶來新的增長亮點。
他最後引用諺語「金無足赤、人無
完人」，指凡事沒有十全十美，但認
為世界各地的競爭對手正不斷進步，
香港絕對不能鬆懈，未來仍要繼續促
進經濟發展，致力提升長遠競爭力。

■記者馮健文

評級顯「長短」港須谷長遠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特首梁振英在2012
年候任期間，曾提出成立文化局專管文化事務，惜最
終在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拉布下被迫作罷。日前抽空觀
看港產音樂劇的他，昨日在facebook發表感想，認為
香港在文化方面人才濟濟，糅合古今中外的文化藝術
精華，強調自己仍然認為，政府需要有專職的文化
局，支持和統籌文化藝術發展。

讚音樂劇《一屋寶貝》有驚喜
梁振英昨日在fb發帖，指自己上周五晚上去了看

香港小交響樂團和演戲家族合演的音樂劇《一屋寶
貝》，「過兩天就要出訪，出訪前特別忙，同事向我
大力推薦這音樂劇，我答應去的時候還有點猶豫，周
五晚開場後 10分鐘的感覺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驚
喜。」
他稱讚該劇劇情不複雜，但十分感人，簡單的歌詞

除了演繹劇情外，還充分突顯了演員的唱功和粵語聲
韻的多彩多姿，「小交的演出水準高不用說，演戲家
族的演員功力十足，全場觀眾聽得如痴如醉。」
梁振英認為，過去有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今天香

港卻是人才濟濟，而且極有創意，港人糅合古今中外
的文化藝術精華，創作出不少如《一屋寶貝》的原創
作品，讓香港觀眾有更新和更多元的藝術享受：「我
仍然認為：政府需要有專職的『文化局』，支持和統
籌全社會的文化藝術事業和產業的發展。成立了7個
月的創新及科技局取得的初步工作成績，可以說明成
立『文化局』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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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有指民建聯曾經利用票站調
查進行配票，涉嫌違反選舉指引，民建聯創黨主席、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相信，民建聯並無違反選舉條例，若有人認為民建聯違
規，可以向有關部門投訴。
曾鈺成昨日回應傳媒表示，上屆立法會選舉當日，的確收到民

建聯選舉指揮總部的訊息，指自己已經夠票，但自己並無深究消
息來源。他解釋，每一個政黨都有一套選舉策略，衡量所有形勢
之後，再作出適當的部署，而作為候選人，只需聽從已經足夠。
曾鈺成認為，有關的做法並無違反選舉法律和守則，若有人認為
民建聯違規的話，可以到選舉事務處舉報。

曾鈺成信民記無違選舉例

經民聯屬下社會服務隊舉辦「愛家庭‧愛社區」兒童
填色比賽，早前圓滿結束，昨日於紅磡高山劇場舉辦填
色比賽作品展覽暨頒獎典禮，並邀請了民政事務局副局
長許曉暉、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擔任主禮嘉賓。她
們大讚得獎者創意無限，充滿藝術細胞，運用本身的想
像力，將原本簡單的線條變成美麗又有意思的圖畫。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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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巿大學就胡法光運
動中心綠化天台倒塌事件成
立的調查委員會，將於今日
向校長郭位提交報告。城大
表示，因需時仔細研究報告

內容及相關跟進工作，故今日不設採訪安排，校方
會於本周內向公眾交代。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
屋宇署正進行調查，暫不宜評論事件，但表明只要
有合適的設計和施工，加上妥善維修和保養，綠化
工作不會造成危險，故絕不應因噎廢食，減少對樓
宇的綠化工作。

城大塌天台事件今交報告
城大副校長兼調查委員會主席林群聲早前曾表示，委
員會確立四個調查方向，包括審視工程招標及簽約細節、
施工監督情況、驗收，及學生在倒塌天花前約10天看
到異樣，直至天花倒塌期間校方的跟進情況。
陳茂波昨日出席「香港綠色日」2016啟動禮後被

問及事件時表示，由於屋宇署也正進行調查，故暫
時不適宜評論。但他在致辭時指出，一般來說，在
新建樓宇進行天台綠化工作，由於經過詳細規劃及
設計，所以較易掌握及處理。在現有建築物進行天
台綠化，雖然難度及挑戰性較高，但經過城大事件
後，相信大家的認知及警覺性已經提高。
另外，對於俗稱「大館」的舊中區警署建築群塌樓
事故，陳茂波表示，屋宇署未能進入塌樓部分檢查，
但已完成檢查其餘15座建築物，大致上沒有問題。屋
宇署正與承建商緊密溝通，承建商已進行鞏固工作。
至於外牆倒塌的舊宿舍是保留還是拆卸，陳茂波
透露，負責活化的馬會已成立專家小組研究方案，
再與政府商討。被問及古蹟何時開館，他說要先確
保訪客安全，故暫未訂下確切的開館時間表。

■記者 文森

不應因噎廢食
樓宇綠化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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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競爭條例》
在上年12月中全面實施，有政黨認為壟斷問
題仍然猖獗。民建聯昨日舉行汽車遊行，表
示不滿油公司在國際燃油價格下降之際，本
港油價「加快減慢」，又指油公司有「合謀
定價」之嫌，認為《競爭條例》成效不顯
著，要求政府正視油商壟斷問題。
昨晨約十輛汽車、一行共約廿人在警方開

路下，由大圍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參與者
包括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荃灣區議員林琳
及屯門區議員巫成鋒等民建聯成員，遊行車
輛貼上「油商壟斷 市民受害」及「加減機制
應透明 公眾監察定油價」等標語。
民建聯引述政府統計處公佈的數據指，隨

着國際油價下跌，車用進口鉛油價格，從
2014年4月每升6.33港元，跌至2016年3月
每升2.78港元的低位，跌幅達56.1%。然而，
本地油公司在同期間，只將無鉛汽油的平均
零售價下調18%，遠遠不及進口價格的跌
幅。

周浩鼎：疑涉「合謀定價」
民建聯又指油公司經常向部分消費者提供

優惠，折扣價與零售價最多可相差兩元，反
映油價存在很大的減價空間，而且證明正價
售賣汽油，能夠賺取暴利。
周浩鼎表示，檢視消費者委員會的監察數

據，發現各油公司特級汽油的零售淨價格
（指扣除折扣的價格）極為接近，差距在一
毫左右，懷疑油公司燃油零售價格有「合謀
定價」的情況。
民建聯要求特區政府正視油商壟斷問題。

周浩鼎表示，政府應敦促油公司立即檢討及
調低汽油價格，提高透明度，讓大眾了解加
價減價的機制，參與監察。競爭事務委員也
應盡快完成燃油市場的反競爭行為調查，有
效地利用《競爭條例》賦予的權力，防止燃
油公司共同控制燃油價格，令燃油價格定在
公正合理的水平，保障消費者權益和職業司
機的生計。

民記汽車遊行促監察油商

■■民建聯昨日舉行汽民建聯昨日舉行汽
車遊行車遊行，，要求政府正要求政府正
視油商壟斷問題視油商壟斷問題。。

■曾俊華（左四）認為，不同評級機構對香港競爭力的排名不一，反映香港經
濟發展各有長短。 財爺網誌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