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陳敏婷）首度登陸

香港的「電動方程式賽

車錦標賽」（Formula

E）將於下月8日及9日

在中環新海濱舉行。大

會由8日凌晨1時至10

日早上6時，封閉相關

路段，車道及行人路將

同時受影響。為了興建

安全設施及劃出活動空

間，個別路段將於本月

底開始封閉，直至完成

拆卸工程，大會已預留

部分替代道路。

E賽車中環新海濱多處封路
最早本月26日起佈置賽道 遲至10月17日完成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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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道臨時封閉或改道資料
路段

介乎龍和道及郵政總局
間之上落客區

耀星街全段

耀星街西行線

介乎民耀街及
添華道之龍和道西行

介乎民耀街及
添華道之龍和道東行

民耀街南行禁止右轉
前往國金二期上落客區

民耀街南行禁止左轉
前往龍和道東行

中環7號及8號碼頭之
上落客區

介乎民寶街及民光街間
之民耀街北行

龍和道東行禁止右轉
往愛丁堡廣場南行

註：為進行賽事，由10月8日凌晨1時至10月10日早上6時，封閉民光街、
民祥街、民耀街、龍和道部分路段，以及耀星街全段
資料來源：Formula E 製表：陳敏婷

日期

9月26日至10月14日

9月29日至10月7日、
10月10日至17日

9月29日晚上9時
至10月7日、10月10日至16日

9月30日至10月2日

10月3日至10月4日

10月4日晚上9時
至10月7日、10月10日

10月5日早上5時15分
至10月7日

10月6日至7日、
10月11日至12日

10月6日至7日、10月11日

10月5日晚上9時至10月7日、
10月10日

時間

全日

每晚9時
至翌晨6時

全日

每天午夜零時
至早上6時

每天午夜零時
至早上6時

全日

全日

每天凌晨1時
至早上5時30分

每天凌晨1時
至早上5時30分

全日

Formula E香港站賽事以維多利亞港為背景，途經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摩天輪、
天星碼頭、香港大會堂等主要地標。大會昨
日聯同警方交通部及運輸署公佈封路安排，
由10月8日凌晨1時至10月10日早上6時，
會封閉民光街、民祥街、民耀街、龍和道部
分路段，以及耀星街全段，此範圍內的車道
及地面行人路同時受影響。

3觀眾入口人流管制
比賽場地共設有3個觀眾入口，分別位

於中環9號碼頭、愛丁堡廣場及龍和道近
政府總部。在各觀眾入口，大會將實施人
流管制，分隔觀眾及其他行人。市民可繼
續使用不同路線前往中區海濱各地點。比
賽期間，將有200名指導人員指示市民進
出比賽場地安排。
民耀街（介乎龍和道和民光街）大部分地

面行人道及過路線，將於賽事期間封閉，但
連接中環碼頭、港鐵香港站及國際金融中心

二期等地方的行人天橋，會如常開放予公眾
人士使用。
龍和道（介乎民耀街和添美道）行人道亦

將封閉。行人可使用干諾道中及海濱長廊的
行人通道，往返愛丁堡廣場、香港大會堂、
駐港解放軍總部、政府總部及行政長官辦公
室。
大會亦將於本月26日起，沿賽道安裝護

欄和圍欄，以及其他臨時設施，部分路段須
分階段封閉或改道（見表），直至完成拆卸
工程。安全護欄及賽道圍欄完成後，現時行
車線將減少一條。

巴士小巴分站總站位置調整
至於賽事期間公共交通，專營巴士及專線

小巴路線服務不會減少，但部分分站或總站
位置會調整，其中中環碼頭對開的巴士總站
繼續服務。

Formula Electric Racing（Hong Kong）
Limited行政總裁方仁傑表示，臨時交通安
排經大會委託顧問公司進行影響評估，並且
多次諮詢相關政府部門；而有關工程亦盡量
在夜間等不影響交通的時段內進行，相信將
對市民影響已減至最少。大會將於本月中至
月底，在多個港鐵站、巴士站及渡輪碼頭，
向市民和旅客派發單張，通知改道安排。

80%門票已售 日料2.2萬觀眾
他又指，目前已售出80%門票，只剩少

量VIP門票，預計每天有至少2.2萬人、兩
天合共逾4.5萬人到場觀看。
警方表示，預計屆時中環及金鐘一帶交通

較繁忙，加上比賽現場不設停車場，呼籲市
民使用交通工具前往現場。
大會亦會以布幕遮蓋賽道現場，避免市民

停留在天橋或賽道附近觀看。

■ 方 仁 傑
（ 中 ） 表
示，大會將
派發單張，
通知改道安
排。
陳敏婷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退休公務員而設的
「公務員公共房屋配額計劃」（下稱計劃）一直被指
配額不足。消息指，公務員事務局建議為2015/16年
度或以前未獲公屋配額的初級公務員作出一次過特別
編配安排，額外提供200個公屋單位和250份綠表證
書，期望減少未獲配額個案數目。

樓價高申請多 原配額不足
本港樓價高企，政府退休公務員公屋配額申請數

目，由 2010/11 年度約 2,200 宗，急增多達三倍至
2015/16年度逾9,000宗。房委會在2014年7月通過，
2015/16至2018/19年度期間，在計劃每年1,000個配
額上，每年累增100個配額，但措施仍未及見效，首
批來自紀律部隊人員的申請已經面臨編配危機，有機
會被強制遷離部門宿舍卻仍未能獲得配額。文職人員
亦同樣受退休人數上升影響。

一次過特別編配安排
消息指，有見及此，公務員事務局建議為2015/16
年度或以前在計劃下未獲配額的初級公務員，作出一
次過特別編配安排，額外提供200個公屋單位和250份
綠表證書，讓2015/16年度配額計劃或之前的合資格
申請者，在指定期限內購買居屋單位，或在居屋第二
市場購買未補價的資助房屋，期望減低未獲配額個案
數目。

傳未上樓公僕
獲200伙250綠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向政府申
請交還數碼聲音廣播牌照的香港數碼廣播
DBC，昨日最後一天製作節目，並遣散大
部分員工。DBC發言人指，會按牌照規定
繼續廣播，包括播放音樂和重播舊節目，
直至政府批准交還牌照為止。
DBC行政總裁羅燦在員工歡送派對上表

示，「即使不捨得也要說再見」，他感謝
員工努力創立這平台，節目質素得到投資
者及董事局讚許。
DBC員工昨日在總部下午舉行聚會，唱

歌告別，同事互相拍照，氣氛融洽。羅燦
在席間感謝同事多年服務，指節目質素得
到投資者及董事局讚許，無奈「即使不捨
得也要說再見」，公司已有遣散安排。
DBC發言人表示，會按牌照規定繼續廣

播，包括播放音樂和重播舊節目，直至政
府批准交還牌照為止。
現時113名員工中，有77名製作和後勤
員工上月已收到遣散通知，昨日最後一天
上班，公司會根據僱傭條例作出安排，遣
散費和最後一期薪金於本月13日發出。餘
下30多人將於未來兩月陸續離任，負責維
持節目播放運作。

通訊辦：正待行會決定
通訊辦發言人表示，留意到DBC已申請
退還牌照，正待行會決定。過渡期內，
DBC難以維持所需人手和資源全面廣播，
因此批准其申請，在3條非音樂頻道只播
放重播節目及音樂節目。
DBC上月8日宣佈，因本港整體數碼聲
音廣播業發展步伐未如理想，向政府申請
退還聲音廣播牌照。DBC股東全國政協委
員黃楚標當時解釋，收購DBC後已投資6
億元，但長期虧蝕且看不到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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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新抗熱服 黃變藍平45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建造業在社會發展
扮演重要角色，改善工友
工作環境，有助提升工作
效率。現時建造業工友黃
色抗熱服沿用多年，建造
業議會昨日對外介紹第二
代業界抗熱服，藍色新抗
熱服有望減少16.7%生理
熱應力及28.8%熱儲率，
加上價格比第一代抗熱服
便宜45元，議會相信足
以吸引業界轉購「價廉物
美」的新抗熱服。
研發抗熱服的理大建築及房地產學系系

主任陳炳泉表示，第一代黃色建造業工作
服為綿製，吸汗力雖強，但往往因汗水難
以蒸發而令穿着者倍感濕熱。對此，研發
團體花費3年，終在2014年底研發第二代
抗熱服。他介紹指，新抗熱服顏色改為藍
色，配以前背U形、後背V形的網眼反光
布料設計，予人「醒目」感覺，同時令工
地工作人員易於分辨穿着者面向還是背
向，提高安全性及警覺性。
陳炳泉續說，經過實驗室測試，新抗熱

服在兩個不銹鋼硬物磨擦300次亦能毫無破
損，加上上身及下身分別以Coolmax 布
料，以及新一代含納米物料「吸濕排汗紡
織品」布料纖維製成，有助提高布料透氣

度，加快汗水蒸發。他強調，相比第一代
抗熱服，新抗熱服有望減少16.7%生理熱應
力，以及降低28.8%熱儲率，提高建造業工
友抵禦高溫及高濕度工作環境。
議會精簡訂購抗熱服採購流程，節省租用
貨倉等行政費用，一套包括上衣及長褲的新
抗熱服只需125元，比一套第一代抗熱服170
元便宜45元。議會相信在這價格下，足以吸
引業界轉而購買「價廉物美」的新抗熱服。
出席活動的發展局工務副秘書長陳志明

指出，註冊工友由2011年27萬人，急升至
今年逾40萬人，工程建築量亦有40%增
幅，相信建築市場對工友需求日增。他透
露，已有業界選購新抗熱服，第一代抗熱
服雖仍可繼續購買，但認為在價格競爭
下，新抗熱服將愈來愈普遍。

■陳炳泉(後排左三)表示，新抗熱服有助提高安全性及警覺性。
後排右三為陳志明。 趙虹 攝

「神龍」電動巴下周港島「爬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繼首批比亞廸電動巴後，新

巴城巴第二批電動單層巴士向華夏神龍購入，將於下周一投
入服務，同樣行走港島區5條要爬山路路線。與比亞廸電動
巴士相比，神龍以一個摩打配合波箱推動，據悉可令上斜時
更有力。新巴城巴公眾事務經理李建樂表示，會展開兩年試
驗期，以評估電動巴士在港運作效能和成本效益。

新巴城巴獲津貼5000萬買10架
政府早前撥款1.8億元全數資助專營巴士公司購置單層電動
巴士，其中新巴和城巴獲政府津貼5,000萬元，購入10架電動
巴士，首批5部由比亞迪生產的單層電動巴士，已在去年底開
始試行，第二批由山東華夏神龍生產的5部單層電動巴士，將
於下周一陸續投入服務。兩批電動巴士同樣試行港島區5條要
爬山路路線，分別是城巴11、12、25A線和新巴78、81線。
比亞廸與神龍電動巴傳動系統設計有分別，比亞廸用兩個
摩打以後驅式推動巴士，神龍則用一個摩打配合波箱推動。
華夏神龍助理市場經理邱英恒解釋，設計有助上斜及爬行山
路，操作介面貼近傳統柴油車，方便車長操作。電動巴士在
山東組裝，配件包括內地電池、日本冷氣系統及美國滅火系
統等，充電5小時可全日使用。
提到比亞迪電動巴士投入服務後多次發生故障，邱英恒
指，新產品於運作初期或有機會出現問題，與生產地無關，
神龍電動巴已經過測試及符合運輸署要求。
城巴及新巴公眾事務經理李建樂強調，公司注重安全，確
保巴士安全無問題才讓巴士於路面運行，並定期與廠方開
會，為巴士微調及改良。目前，約100位車長已接受訓練，
懂得駕駛新電動巴士。他未有透露每架電動巴士成本，僅指
一般柴油雙層巴士成本約280萬元至300萬元，由於電動巴士
度身訂造，價錢較柴油巴士昂貴。

■操作介面貼近傳統柴油車。
莫雪芝 攝

■充電5小時可全日使用。
莫雪芝 攝

■一個摩打配合波箱推動，上斜
更有力。 莫雪芝 攝

■■55部由山東華夏神龍部由山東華夏神龍
生產的單層電動巴生產的單層電動巴
士士，，將於下周一陸續將於下周一陸續
投入服務投入服務。。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