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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爭取任內追加西九文化區撥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 2008 年向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批
出 216 億元撥款作建設費用，政務司司長、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
主席林鄭月娥昨日表示，現有資金不足以完成文化區第三期項目，會
爭取於本屆政府任期內，與管理局及董事局達成新的財務方案，確保
文化區內工程及設施運作暢順。另外，文化區第一個永久設施 M+展
亭將於明天開幕。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昨日召開會議，林鄭月娥會後見傳媒時表
示，由於建築成本上漲，而且推展工作較原定時間長，加上金融海嘯
後整體投資環境轉差，216億元撥款不足夠完成整個西九文化區，以及
往後這些文化設施的持續營運，她會爭取在本屆政府任期內達成新的
財務方案，以妥當地完成西九文化區第三批設施及日後運作順暢。
她又說，位於西九文化區西邊的用地，原定用於大型表演及展覽場
地，但隨着啟德體育園區落實興建，其設施亦適合用作表演場地，故
未來數個月會重新檢視這塊用地的定位，包括未來對展覽空間的需

求。

M+展亭明天開幕
林鄭月娥又表示，文化區再不是一大片在「曬太陽」的臨海土地，
M+展亭於明天開幕，未來亦陸續有項目落成，包括2017年落成、2018
年啟用的戲曲中心，2017 年底分階段完成的藝術公園，及 2018 年下半
年落成、2019年開幕的M+博物館。
管理局昨日通過委任澳洲新南威爾士州美術館副總監華安雅（Suhanya Raffel）為新任 M+博物館行政總監，將於 11 月 1 日上任，任期 5
年，以接替今年 1 月離任的前行政總監李立偉。林鄭月娥說，任命華
安雅連同早前上任的營運總裁陳惠明，西九管理局團隊齊備，將會全
速落實西九文化區。
另外，管理局行政總裁栢志高昨日於會上匯報工程進度，他表示，
區內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建築工程持續進展良好，戲曲中心工程集中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昨召開會議，會後會見傳媒。 曾慶威 攝
興建外圍結構，完成後建築物將可防雨水滲漏，以便如期進行室內工
程；M+博物館主工程的承建商準備興建主要支架，以支撐 M+博物館
的豎直大樓部分。

你倡武俠 我心冇俠
學生為學習
「掃」
練習 拉喼入書展大手入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實習記者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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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宜）一年一度、為期 7 天的書展昨日開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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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日到場的讀者以家長及青少年為主，他們大
多拉着行李箱，「狂掃」多個科目的補充練
習；有升中三學生表示，已準備花上千元購買
練習，又謂不曾買小說，全因「讀書比較重
要」，也沒時間閱讀課外書。亦有家長選購兒
童圖書，希望透過有趣味的故事書，「軟性」
引領孩子愛上閱讀。

書展昨日開鑼，今年主題是武俠文學，場內設有展覽，展出有關武
俠小說的展品，包括作家的真跡手稿、由武俠小說改編成的漫

畫、電影及電視等產品。

武俠相關產品未見大賣
昨日現場所見，武俠文學相關的產品未見大熱，反而不少「親子兵
團」趁書展首日就做足準備帶同行李箱到場掃貨，大量購入有折扣的
補充練習或故事書。
升中三的李同學昨日拉着行李箱與母親一起到場，首先拿着指南研
究補充練習出版社攤位所在位置。李同學表示，書展所出售的練習書
較書局的便宜 30%，希望趁暑假好好裝備自己，打算花 1,000 元購買補
充練習。他坦言多年來都不曾買小說，覺得「讀書比較重要，都無時
間看其他書」。

折扣吸客 百元6本「尋寶」

■趙小姐
在一大片
「書海」
中選購了
一籃子英
語圖書。
陳敏婷 攝

等七句鐘買寫真 百米狂奔書未印

有大書商推出小學補充練習單本八折、3 本七五折、5 本七折優惠；
中學練習則單本八五折、3 本八折、5 本七五折，不少家長都會一次過
掃齊各科練習。亦有大批家長陪同小朋友到場購買兒童讀物，各大參
展商亦紛紛推出不同折扣優惠，當中柏雅出版社就以「100 元 6 本圖
書」作賣點，吸引不少家長在一大片「書海」中「尋寶」。
趙小姐昨日一口氣花了約 300 元購買數十本二手英語圖書，打算給 9
歲的小孩閱讀。手持一籃子書的她十分滿足，表示「新書價格好貴，
選擇又沒有這麼多」，相反場內書籍種類多，且價格「抵到爛」。
她坦言不介意二手書，認為可為環保出力，又表示買書最重要是適
合小朋友的閱讀程度。
科學知識是不少小朋友的興趣所在，但若單單看文字講解，確實缺
乏些許趣味。有出版商則售賣在新加坡已有十多年歷史的 The Young
Scientist 系列教育圖書，以漫畫的方式讓兒童學習科學知識，例如：酸
雨及地震的形成等，售價為 48 元一本。該系列的圖書亦按難度分級，
家長可按小孩的程度選購合適的書本。
縱觀全場，大書商都推出新書八折優惠，精選書低至4本六折；小書
商則推新書七折優惠。各大小書商都對預計銷情保持審慎，期望生意
額與去年持平。

書展於昨早 10 時開鑼，
場內人龍最長的是訂閱女性
雜誌的出版社攤位，排隊的
女士都坦言為精選禮品而
來。另外，亦有書迷為購得心儀愛情小說作
家的新書限量簽名本，早於午夜 12 時前已在
場外守候，屬最早到場的書迷。可惜排次名
的市民卻因誤會了心儀台灣藝人寫真集的出
售地點，排隊7小時失望空手而回。
早於 9 時半，會展門外已排滿長長人龍；
踏正 10 時，書展大門一開，百多名排隊首的
市民立即化身「百米飛人」，奔向目標出版
社攤位，希望第一時間購得心頭好。
訂閱女性雜誌的出版社攤位，開鑼後不足
10 分鐘已有數百人排隊等候，由於各款精選
訂閱禮品均屬限量，例如付出 168 元訂書一
年便可帶走價值 760 元的淡香水，限定 20
份，成為眾多女士到書展的首選心頭好。
有忠實書迷為購得心儀作家的新書限量簽
名本，不惜通宵等候。多年來都是排頭位的
杜先生表示，今次早於午夜 12 時前已在場外

&

守候，只為搶購心儀愛情小說作家林詠琛的
親筆簽名新書《武士與玫瑰》。
他說自從中四已成為林詠琛的書迷，希望
能趕在上班前成功搶購心頭好，最終如願以
償。

雞排妹：去香港時寄給他
而排第二的朱先生凌晨 3 時已到場排隊，
希望購入台灣女藝人「雞排妹」鄭家純的寫
真集。他入場前透露，去年於首日到場成功
購得寫真，而寫真亦於數日內售罄，加上
「雞排妹」曾說明今次是「最後一次推出寫
真」，數量很少，為第一時間衝到出版社攤
位，早已計劃好路線，對寫真志在必得。
不過，朱先生到達攤位時才知道，該出版
社攤位未有出售該本寫真，令朱先生常失
望，表示「要再搵搵」。
鄭家純其後在社交網站回應指，「他太可
愛了，書正在預備，根本還在印啊！」她表
示會請公司的人和朱先生拿寄送資訊，去香
港時「寄一本給他」。
■記者 陳敏婷

■有小童
擺出趣怪
表情。
表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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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展票務優惠
正價
■ 成 人 票 25 元 ； 小 童 票 10 元
（適用於小學生、身高 1.22 米
或以下小童）

優惠
■ 上午進場票(中午12時前進場)：
成人及小童均每人收費10元
■ 免費再進場：凡以正價購買 7
月 20 日或 21 日門票者，憑票
尾能於 7 月 22 日、23 日或 24
日晚上7時後再進場
■ 超級書迷證：港幣 80 元。持證
人可於書展期間無限次入場參
觀和使用特別通道進入會場，
只供預售
■ 殘疾人士優惠：殘疾人士前往展
覽會場之售票櫃枱，出示由勞
工及福利局發出的「殘疾人士
登記證」，可以10元購買入場門票
註：3 歲或以下小童及 65 歲或以上長
者免費進場

■杜先生 陳敏婷 攝

消費
「向下游」
利大眾化餐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幾窮都要食飯！」隨着
香港高檔消費及零售市道連跌 15 個月，各大商場甚至是街
舖紛紛轉戰餐飲業，單是尖沙咀已有多個一線商場以餐飲
作為主打元素，今年下半年餐飲或起風雲。有街舖及商場
店舖的譚仔三哥米線表示，經濟下滑反而有利生意上升，
因其專走大眾化路線，能吸納不同客群。香港餐飲聯業協
會會長黃家和指，大眾化餐廳抗跌能力相對較強，但高檔
次消費食肆生意按年下跌25%至30%，急需變招留客。
譚仔三哥米線現時共有 51 間店舖，日賣約 5 萬碗米線。

副主席譚澤強(六弟)昨日向記者表示，衣食住行是市民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加上公司以大眾化價錢及足料作招徠，直
言「生意穩定樂觀」。他續稱，「不一定是旺區的街舖好
生意，反而在黃大仙中心、東涌逸東邨兩個商場店舖(生意)
表現都唔錯」，並指現時在舖租有議價能力，故有擴充店
舖的機會，期望在今年內加開3間至4間舖。但要視乎前線
員工及其他資源如何分配，並承認今年會有加價的壓力。
譚仔三哥曾在 2012 年進軍台灣，但在 2014 年結業，三
哥譚澤群及六弟均有意再戰，但要再作微調。譚澤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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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接受到米線文化，但譚仔三哥在香港是走大眾化路
線，到台灣則變成中高檔路線，加上台灣人覺得其湯底較
濃，會汲取有關經驗，作為重回台灣市場或打進內地市場
的參考。不過他認為，香港米線市場仍未有飽和，打算先
在港打好根基才進行下一步行動。
黃家和表示，環球及本港經濟轉差，餐飲業亦受到影
響，消費者的消費情況「向下游」，「如以前食開高檔次
的(食肆)，便轉向中檔次；中檔次則轉至大眾化餐廳」，故
高檔次消費食肆及酒樓生意有雙位數字的跌幅，反而大眾
化餐廳或快餐廳則微升5%。他續稱，香港以中小企為主，
若生意能平均上升5%亦算不俗，若情況持續加上節日氣氛 ■三哥譚澤群及六弟均有意再戰台灣，但
要再作微調。
楊佩韻 攝
帶動，料今年11月起整體餐飲市道會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