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渣馬報名改電腦抽籤制
達標跑手今起優先報名 公眾要等到下月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馮健文）一年一度

最多公眾人士參與競賽

的體育活動渣打香港馬

拉松，將於明年2月12

日（星期日）舉行。今

次將引入全新報名安

排，由以往先到先得改

為電腦抽籤決定，總名

額維持7.4萬個，但大

會估計仍會有2萬人向

隅。另外賽道會沿用尖

沙咀彌敦道作起步跑

道，不過開跑時間將提

早15分鐘，以減少對

交通的影響，有關安排

已獲區議會同意。「達

標跑手優先報名」於今

日開始，公眾人士的報

名期則由下月中開始，

持續兩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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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分配與起點終點
賽事

■ 馬拉松

■ 半馬拉松

■ 10公里賽事

■ 10公里輪椅賽

■ 3公里輪椅賽

*全部賽事終點均為銅鑼灣維園

資料來源：馬拉松2017籌委會 整理：馮健文

名額

17,500

21,500

35,000

20

50

起點

尖沙咀彌敦道

尖沙咀彌敦道

香港東區走廊

香港東區走廊

灣仔運動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隨着
粵港兩地交流愈趨緊密，港人到內地工
作、生活、旅遊、投資及就學的機會愈
來愈多。工聯會自2004年起，已分別
在廣州、深圳、東莞、惠州及中山市成
立工聯會內地諮詢服務中心，目的是協
助有需要的港人，提供各項諮詢及緊急
援助服務。工聯會期望，內地中心能增
設「緊急援助基金」，以及進一步擴大
內地中心服務範圍，最終希望能成為慈
善機構，令服務更上一個台階。

12年間接獲7.3萬人次求助

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會長林淑
儀昨日會見傳媒時，回顧了工聯會內地
中心過去12年的工作。
林淑儀表示，工聯會內地中心各項
服務，一直深受港人歡迎。截至今年7
月，他們累計接獲來電來訪求助逾7.3
萬人次，跟進處理個案達3.6萬多宗，
主要涉及長者福利、房產問題及護送回
港等個案。
同時，工聯會內地中心也提供免費

法律諮詢服務，自2009年設立至今，
累計接獲逾2.6萬人次來電來訪諮詢，
受理個案超過1.5萬多宗，約見律師的

有7,800人次。
林淑儀總結時表示，工聯會內地中
心過去多年來一直提供貼心服務給有
需要的港人，故未來希望能設立一個
約有2萬至500萬元的「緊急援助基
金」，協助在內地遇到緊急事故的
人。
隨着內地中心成立10多年，他們希

望最終能成為慈善機構。
鄭耀棠則期望，未來可進一步擴大

內地中心服務範圍，計劃增加更多廣東
省外的服務點，例如在福建省福州市、
廈門市等。

工聯冀內地服務中心「升呢」入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現今醫學對抗生素的
使用非常普及，但亦因而引起耐藥性問題，衍生出一
般抗生素難以應付的「超級細菌」。香港大學化學系
副教授李學臣及其研究小組，就此問題與理工大學和
美國中佛羅里達大學學者合作，成功研究出一種新型
抗生素「Teixobactin」的合成方法，有利開發藥物臨
床使用。「Teixobactin」可殺死能抵禦一般抗生素的
「超級細菌」，而不會誘發細菌耐藥性。

不誘發耐藥性 申美臨時專利
要應對細菌耐藥性問題，除了要避免誤用和濫用抗

生素，同時亦需開發新型抗菌藥物。
去年有美國科學家首先發現的「Teixobactin」，為

近30年來第一種被發現的新型抗生素，它可以殺死俗
稱「超級臭蟲」的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
（MRSA）、萬古黴素耐藥腸球菌（VRE）、結核分
枝桿菌等多種致命病原體，卻不會誘發細菌耐藥性的
產生，可望打破細菌耐藥性持續加強的循環，顛覆人
類與細菌之間的「戰爭」。然而，「Teixobactin」卻
存有不適合於臨床使用的物質，故科學家需要研究出
化學合成方法，改善其成藥性。
一直致力研發新型抗生素的李學臣及其研究團隊，

與美國中佛羅里達大學的化學實驗室合作，率先成功
開發「Teixobactin」的合成路線，可快速並有效地合
成多種「Teixobactin」的衍生物，有關成果剛於國際
學術期刊《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發
表。目前團隊已經合成了10款「Teixobactin」類似
物，並申請美國臨時專利；未來兩年間他們會合成
100種不同的「Teixobactin」衍生物，以提高其藥效
並應用於臨床研究中。

港美大學研合成法
「超級抗生素」殺「超菌」

■鄭耀棠（左）期望增加更多廣東省外的
服務點。

■李學臣（中）及其團隊的研究為醫學藥物界跨出一
大步。 港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違法違憲的
「港獨」主張入侵校園，教師有責任引領學
生免於「港獨」思潮影響。教育人員專業操
守議會昨晚召開會議，就包括教師如何處理
「港獨」等議題進行討論。主席鄒秉恩在會
後表示，議會認為現時《香港教育專業守
則》的原則性條文已提供足夠指引，讓教師
憑其專業判斷，處理具爭議性的議題，故無
須針對「港獨」議題修改《守則》。議會亦
相信學校校長及教師能履行義務，於尊重法
律及社會接受的行為準則下引導學生學習。
操守議會早前就「港獨」侵校收到不少查

詢，遂於昨日會議討論是否將教師處理「港
獨」等議題納入《守則》，包括鄒秉恩、余
綺華和周蘿茜等多名成員出席。
鄒秉恩在會後闡述議會立場時表示，教師

為專業教育工作者，應遵守《守則》；若在
課堂上討論任何具爭議性的議題時，教師宜
引領學生從多角度思考，保持客觀及作出理
性的判斷，並應教導學生尊重不同的立場和
觀點。

深信教師專業引導學生
他引述議會成員的共識指，《守則》屬原

則性條文，當中提供足夠指引讓教師根據其
專業判斷，處理課堂具爭議性的議題。因此
議會認為無須就「港獨」議題修改《守
則》。議會亦深信校長及教師能秉持教育專
業精神，履行義務，於尊重法律及社會接受
的行為準則下引導學生學習。
鄒秉恩續稱，議會無意針對個別既定議
題而修訂《守則》，上次在6年前修訂是因
為配合時代變遷。就近日「港獨」侵校，
不少人意圖將「鼓吹」和「討論」混淆，
鄒秉恩未有回應關於兩者的定義問題，但
他相信教師會客觀地引領學生作多角度思
考。

教局：提供適當支援
教育局回應時重申，基本法第一條申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
離的部分」，局方亦已明確指出「港獨」並不符合香
港特別行政區在基本法下的憲制及法律地位，任何
「港獨」主張或活動不應在校園出現。
當局指，學校管理層近年在處理政治化事件已有一

定經驗，深信校長及老師將根據既定原則及機制，發
揮教育專業精神確保學生可在安全、有秩序及專業教
學環境下學習。局方並會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繫，在有
需要時提供適當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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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本港零售市道乍暖還寒，7月
份零售銷售按年下跌7.7%，連續17個月下跌，業界「大跌眼
鏡」之餘，更有經濟學家擔心跌勢持續。不過一田百貨卻跑贏
大市，單在7月份整體業務按年下跌1.8%，主要受衣履鞋類產
品銷售量下跌所影響，反而超市業務按年上升7%，致本年首7
個月銷情較去年同期升3.9%。
署理行政總裁黃思麗表示，今年中秋商戶客送禮意欲減少，

故及時轉變策略，推出「早鳥優惠」及特色禮盒，發展個人送
禮市場，期望能拉高中秋檔期生意，較去年同期錄得5%升
幅。
黃思麗表示，7間分店均以超市生意較為「標青」，觀塘及旺

角新店更有逾10%升幅，但百貨如衣履鞋類產品等存在挑戰，預
料8月份銷情較7月份的為弱，直言零售表現存在挑戰。她續
指，由於市場消費意欲較為謹慎，故一田今年亦提早推廣中秋產
品，由8月中旬至今銷情反應較去年為慢，單是果籃整體銷售量
按年減少10%，故今年會轉攻個人送禮市場，料平均消費能維持
在780元，價格不受日圓升幅所影響。

一田首7個月銷情逆市升3.9%

■黃思麗期望
能拉高中秋檔
期生意。

楊佩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懿鴻）零售業銷售
表現料連跌18個月！政府統計處昨日公佈上月
的零售業銷貨額臨時統計數字。零售業總銷貨
價值及數量持續跌勢。7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
的臨時估值為 346 億元，較去年同月下跌
7.7%，連續17個月下跌。較去年同期，今年首
7個月的跌幅逾10%。有分析認為7月表現強差
人意，相信零售業跌勢已成形，認為經歷颱風
及連場大雨的8月零售業表現將更為嚴峻，跌
幅可能接近10%，估計跌勢有望於明年見底。
根據7月的零售業銷貨價值統計數字，眾多
零售貨品跌勢持續。與去年同月相比，珠寶首
飾、鐘錶及名貴禮物等奢侈品跌幅最大，達
26.2%；其次為電器及攝影器材等耐用消費
品，跌幅由6月的26.1%收窄至7月的19.3%，
當中以電話等其他未分類耐用消費品跌幅最
大，達 34.4%。緊接的是百貨公司貨品
（6.9%）。
雖然不少零售貨品表現疲弱，但超級市場

貨品的銷貨價值仍承接6月1.9%的升勢；服
裝亦由6月跌幅的0.7%，正增長至1.8%；食
品、酒類飲品及煙草上升1.3%；藥物與化妝
品，以及書報、文具及禮品則分別上升9.0%
及2.8%。

政府：旅客貴價品消費減
政府發言人指出，7月的零售業銷售按年跌
幅雖較過去兩個月稍為收窄，但零售業銷售仍
然疲弱，估計主要受訪港旅客在一些貴價品的
消費減少所拖累，同時亦反映市民的消費意慾
在經濟前景不明朗下較為審慎。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鄭偉雄昨日在電話會

議中指出，7月跌幅雖已較6月的8.9%跌幅放
緩，整體跌幅收窄，惟表現強差人意。他直
言，7月整體訪港旅客按年升2.6%，本以為可
有助零售業表現，豈料該月卻仍錄得如此大的
跌幅。
鄭偉雄分析指，今年上半年過夜旅客人均消

費額整體下跌14.6%，對酒店、零售業等旅遊
相關行業打擊重大，因而拖累本港零售業銷售
表現。
他續說，雖然化妝品等民生日常用品錄得正

增長，惟已有個別化妝品零售商反映8月銷售
錄得高單位跌幅，加上8月期間經歷颱風，以
及連場大雨，估計將影響該月的訪港遊客數字
及零售業表現，坦言「8月將比7月更嚴峻」。

料跌勢至明年才見底
鄭偉雄續說，內地訪港遊客消費力大減，消

費模式改變，由以往着重購買各類奢侈品，轉
變為體驗香港生活，加上內地一連串的打貪措
施，影響他們來港大量購物的意慾。他認為跌
勢已成形，相信將持續跌勢，8月跌幅可能接
近10%，估計跌勢至明年才有望見底。
7月份的服裝由跌勢變成正增長，鄭偉雄估

計，當時正值衣物大減價，因而刺激消費力，
因而錄得如此佳績。
他呼籲業界勿掉以輕心，做好自己本份，努

力在這旅遊新形態下加把勁。
至於9月迎來中秋傳統節日，以及蘋果公司

發售新電話產品系列，鄭偉雄認為，節日氣氛
有助帶動消費，而蘋果電話產品可否帶動本港
零售業表現，則要視乎屆時會否與內地同步發
售，惟會持正面態度。

7月零售額跌7.7% 業界料8月更慘

由香港業餘田徑總會主辦的香港馬拉松，明年已是
第二十一屆。香港馬拉松2017籌委會主席高威

林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由於賽道已達飽和，故明年
的總參賽名額將維持今年數量，共7.4萬個，惟因近
年跑手不斷挑戰更長距離，令參加全馬人數大升，因
此會將原本屬半馬的2,000個名額撥至全馬組別，令
全馬名額增至1.75萬個。

不再先到先得 與國際賽看齊
以往賽事均以先到先得形式報名，但有市民反映此
方式不公，加上可與其他國際賽事看齊，高威林表
示，今次報名將引入電腦抽籤機制。由下月14日至28
日，本地及海外跑手可透過大會網站的公眾抽籤系統
報名，再由隨機抽籤，結果於10月11日公佈。
成功中籤的參賽者，需在一星期的時限內，遞交所

需文件及完成付款程序。如參加者未能完成，餘額將
供候補人士作第二次抽籤，結果在10月24日公佈。
而每人只可報名一次，否則會被取消資格，本地參賽
者報名費為350元，海外參賽者為450元。
高威林又表示，大會亦優化「達標跑手優先報名」
的安排，接受更多獲認可賽事的成績，令更多精英跑
手可參與，確保比賽水準。
達標跑手於今晨10時起開始接受報名，估計全個賽
事約5%即約3,000多位參賽者屬達標跑手。
此外，大會會推出不少於300個公益名額，以籌得
更多善款協助三個受助慈善機構。
賽道方面，高威林指大致與今年相同，因今年首

次使用彌敦道至亞皆老街賽道，效果良好，明年會
繼續採用，不過為減少對交通的影響，明年半馬首
個組別的開跑時間，將比今年提早15分鐘至早上5

時45分起步。此安排已獲油尖旺及深水埗區議會同
意。
至於全馬賽事途經的青嶼幹線，轉彎點將移前400

米，以維持青馬橋面交通正常。
不過他指出，由於西九龍及香港島均會有大型工程
進行，因此賽事路線有機會再作微調，詳情將稍後公
佈。

里奧跑手姚潔貞夫妻檔出戰
剛參加里約奧運返港的本港馬拉松選手姚潔貞，及

在比賽過程不斷為她打氣的丈夫陳家豪亦有出席記者
會。這對「長跑夫妻」表明，會一起出戰馬拉松的10
公里賽事，不過今次則由陳家豪作主力。
姚潔貞拿着大會為她預備、寫上「家豪，一起我們
跑更遠」的打氣橫額，希望丈夫取得好成績。

■香港馬拉松公佈報名事宜。 馮健文攝
■「長跑夫妻」姚潔貞及陳家豪將一起出戰10公里賽
事。 馮健文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