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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
就申請提出
意見的期限

A/K9/268 九龍紅磡馬頭圍道21號義達
工業大廈1樓A單位和B單位

擬議私人會所 2017年3月
7日

A/NE-
KTS/448 

新界上水蕉徑村丈量約份第
100 約地段第546 號A 分段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2017年3月
7日

A/SK-
TLS/50 

新界西貢井欄樹清水灣道丈
量約份第253約政府土地

擬議公用事業設施裝
置 (組合式變電站) 及
挖土工程

2017年3月
7日

A/YL-
HT/1073 

新 界 元 朗  村 丈 量 約 份 第
125約地段第515號餘段(部
分)、第516號(部分)、第517
號(部分)、第518號(部分)、
第519號(部分)及第520號(部
分)

擬議臨時倉庫存放雜
項貨物（為期3年）

2017年3月
7日

A/YL-
LFS/292 

新界元朗流浮山尖鼻咀丈量
約份第129約地段第224號餘
段

擬 議 臨 時 私 人 花 園
（為期3年）

2017年3月
7日

A/YL-
TYST/830 

新 界 元 朗 唐 人 新 村 丈 量 約
份第119約地段第1447號
A&B分段(部份)、第1448號
(部份)、第1454號(部份)、
第1455號至第1457號、第
1458號(部份)、第1459號
(部份)、第1460號至第1462
號、第1463號A分段、第
1463號B分段餘段、第1463
號B分段第1小分段、第1464
號至第1466號、第1468號、
第1471號(部份)、第1472號
B分段、第1477號餘段、第
1478號(部份)、第1479號
(部份)及第1480號、丈量約
份第121約地段第1682號(部
份)、第1683號(部份)及第
1684號(部份)和毗連政府土
地

臨時汽車修理工場及
露天存放廢金屬、建
築機械及建築材料/回
收物料連附屬包裝活
動（為期3年）

2017年3月
7日

A/H5/408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及船街內
地段8715號

擬議酒店(包括酒店附
屬辦公室)及商業(商店
及服務行業和食肆)發
展

2017年3月
14日

A/K22/18 九龍馬頭角新碼頭街3-5號
幸福大廈二樓

擬議辦公室 2017年3月
14日

A/NE-
PK/114 

新界上水雞嶺丈量約份第91
約地段第1641號餘段、1642
號A分段至1642號E分段及
1644號

臨時私人停車場（私
家 車 及 輕 型 貨 車 ）
（為期3年）

2017年3月
14日

A/TM-
LTYY/331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及藍地大
街交界丈量約份第 130 約地
段第 669 號B分段餘段和毗
連政府土地

擬議商店及服務行業 
(零售市場) 及略為放
寬建築物高度限制

2017年3月
14日

A/TM-
LTYY/332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及藍地大
街交界丈量約份第 130 約地
段第 692號B分段餘段和毗
連政府土地

擬 議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食肆、宗教機構 
(神龕) 及略為放寬建
築物高度限制

2017年3月
14日

A/YL-
TYST/831 

新界元朗白沙村丈量約份第
119約地段第1170 S.A&S.
B1-B5&BRP號(部分)及第
1173號

擬議臨時貨倉存放建
築 材 料 及 電 子 產 品
（為期3年）

2017年3月
14日

A/KC/445 葵涌麗祖路麗瑤富瑤樓對
面的空置土地

擬議略為放寬住用地
積比率限制由5倍至6
倍及建築物高度限制

2017年3月
21日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
就申請提出
意見的期限

由160米(主水平基準
以上)至165米(主水平
基準以上)，以作准許
的公共房屋發展

A/NE-
LT/605 

大埔林村坑下莆丈量約份第
7約的政府土地

擬議公用事業設施裝
置（組合式變電站）

2017年3月
21日

A/NE-
LYT/617 

新界粉嶺馬尾下村丈量約份
第46約地段第162號B分段第
4小分段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2017年3月
21日

A/NE-
LYT/618 

新界粉嶺馬尾下村丈量約份
第46約地段第162號B分段第
5小分段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2017年3月
21日

A/NE-
LYT/619 

新界粉嶺馬尾下村丈量約份
第46約地段第162號B分段第
6小分段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2017年3月
21日

A/NE-
LYT/620 

新界粉嶺馬尾下村丈量約份
第46約地段第162號B分段第
7小分段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2017年3月
21日

A/NE-
LYT/621 

新界粉嶺馬尾下村丈量約份
第46約地段第162號B分段第
8小分段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2017年3月
21日

A/NE-
LYT/622 

新界粉嶺馬尾下村丈量約份
第46約地段第162號B分段第
9小分段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2017年3月
21日

A/NE-
LYT/623 

新界粉嶺馬尾下村丈量約份
第46約地段第162號B分段第
12小分段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2017年3月
21日

A/NE-
LYT/624 

新界粉嶺塘坑丈量約份第51
約地段第2870號A分段

擬議私人發展計劃的
公用設施裝置（變壓
器房–室內變電站）

2017年3月
21日

A/NE-
TK/607 

大埔蝦地下村丈量約份第26
約地段第562號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2017年3月
21日

A/NE-
TKL/562 

新界坪輋丈量約份第77約地
段第778號（部分）

臨時露天存放待修車
輛（為期3年）

2017年3月
21日

A/ST/918 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12 
號威力工業中心地下R3舖
(部分)

擬議商店及服務行業
（快餐店）

2017年3月
21日

A/YL-
KTN/553 

元朗八鄉丈量約份第110約
地段第377號C分段餘段(部
分)、第379號餘段(部分)、
第380號餘段(部分)、第381
號餘段(部分)、第382號餘段
(部分)、第412號餘段(部分)
及第414號(部分)

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材
料連附屬地盤辦公室
及員工休息室用途的
規劃許可續期（為期3
年）

2017年3月
21日

A/YL-
NSW/253 

元朗南生圍壆圍丈量約份第
104約地段第3730號E分段
（部分）、第3733號（部
分）、第3734號A分段（部
分）、第3734號B分段第1
小分段、第3734號B分段餘
段（部分）、第3734號餘
段（部分）及第3535號餘段
（部分）

臨時私人游泳池及花
園用途的規劃許可續
期（為期3年）

2017年3月
21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17年2月28日

2月17日，本是林爺爺與王奶奶的金婚紀念日，兩人還說要補拍
一張婚紗照，沒想到兩個月前，林
爺爺遇到車禍，胸部以下癱瘓，躺

進了重症監護室。
這場飛來橫禍，讓全家人都沒有

心情過新年，天天奔波在醫院的重
症監護室和家之間。王奶奶也是75
歲的老人了，平時腰膝關節多有不
便，但她還是經常一步一步慢慢走
到醫院去看望病床上的丈夫。

手臂綁筆寫上兩小時
2月17日是兩位老人的結婚紀念

日，一早，林爺爺在護士的幫助
下，將圓珠筆綁在手臂上，寫了一
封歪歪扭扭的情書，五十個字不

到，他寫了近兩個小時。這份在別
人看來字跡難以辨認的書信，王奶
奶卻每一個字都認得清，背得出。
在林爺爺的情書上，還有幾行其

他內容的字：一行是「去浙江醫院
你媽家近」，原來王奶奶家住黃龍
洞，每次去位於濱江的醫院看林爺
爺，路上就要兩個多小時。王奶奶
腰椎不好，還有風濕病。林爺爺特
地寫這句話，要求轉院到離家近些
的醫院，為的是讓王奶奶別那麼
累。另一行則是一句完整的話：
「五十年前的今晚，我們在平湖秋

月西湖邊，孤山腳下一個小房子裡
結婚。」
當天，伴隨着婚禮進行曲，林爺

爺將這封情書送到王奶奶的手裡，
王奶奶則穿着隔離衣，俯下身去輕
輕給老伴一個擁抱。病床的上空，
一根繩子拉起了數十個彩色氣球，
還有「金婚快樂」的粉紅色A4紙。
從看到林爺爺背着眾人寫情書開

始，從臨時決定去買氣球和小蛋糕
開始，再到從手機上選音樂，醫護
團隊用最快的速度為兩位老人營造
了一個溫馨又特殊的金婚典禮。

位於絲路重鎮新疆喀什一座名叫「吾斯
塘博依」的百年茶館，是老闆買買提．吾斯
曼從爺爺那裡繼承下來的。老茶館是絲綢之
路上留存下來的文化遺蹟，也是喀什的地域
文化特色之一，人們在這裡品茶、談天，用
這種方式傳播信息，溝通感情，延續着絲綢
之路的故事。
「現在，我和孩子一起經營這座茶

館。」年近五旬的買買提悠閒地坐在茶館樓
梯口，每來一位熟客，他都會主動打個招
呼。
喀什，古絲綢之路南北通道在這個「玉
石般的地方」交會。不知何時，絲路商人帶
來了江南的茶葉，飲茶漸漸成為當地傳統，
延續至今已有千年。
離老茶館不遠就是著名的艾提尕爾清真
寺。「星期五主麻日禮拜結束後，很多人會
來這裡喝茶，那是一周裡生意最好的時
候。」買買提說。

十元一壺茯茶最受歡迎
「十元人民幣一壺的茯茶最受歡迎，一
天可以賣出250份。」買買提一邊說，一邊
端起一壺茯茶送到顧客桌前。茯茶，這種產
自陝西、湖南等地的茶葉，具有助消化、解
油膩的功效，對於喜食肉類食品的當地人來
說非常適用。

二月的喀什最低氣溫在零攝氏度以下，
老茶館裡的爐火一直在燃燒，室溫超過20
攝氏度。買買提說：「我們從早上9點半就
開始營業，一些老人很早來到這裡，盤腿坐
在炕上喝茶取暖，最主要的還是在一起聊
天。」 ■新華社

「佩英，我們結婚五十年來，由於您對家庭作出的無私奉獻，使我們家庭不斷發展，謝謝您，親愛的。

經冰」75歲的王佩英奶奶近日應央視節目組的邀請，含淚為觀眾誦讀了這封出自正在浙醫二院重症監護室

（ICU）接受治療的丈夫之手的情書，感動現場所有的人。■文：記者俞晝浙江報道 圖：本報浙江傳真

老妻含淚朗讀
畫面感動國人

新疆百年茶館
延續絲路故事

繼「倒模巴黎鐵塔」、
「大連版威尼斯」後，江
蘇蘇州最近又出現「山寨
版倫敦塔橋」。
該座有四幢塔樓、四頂
王冠、兩處廊橋的「蘇州
塔橋」橫跨元和塘，號稱
比正宗的倫敦塔橋顯得更
加「宏偉氣派」，「歐味
十足」。外形基本參照英
國倫敦的原橋建造，但由
於橋面比原橋寬，塔樓數
量由兩座變成了四座，上
面還建有幾個小尖塔，驟
眼一望彷彿四頂王冠。
據了解，「蘇州塔橋」
每座橋塔高40米，塔基長
寬各10米，橫向分為快車

道、慢車道和人行道，總
寬45.9米，塔樓下部能讓
非機動車輛通行。縱向兩
個塔樓之間有懸空人行
道，兩側裝有玻璃窗，行
人從橋上走過可以飽覽元
和塘兩岸風光。
塔橋看上去威風十足，

不過內地網民卻不太受
落。有人表示這「簡直是
蘇州之恥」，只會跟在人
家後面亦步亦趨；有人認
為，蘇州自身底蘊也不遜
色倫敦，不需要捨本求
末，山寨外國；又有人諷
刺指，這是設計師「拿過
來複製黏貼的吧」。

■中國網/中青網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ICT深度觀察報告
會昨日在上海舉行並披露消息稱，去年內地
網民數量達7.31億人，其中手機網民數達
6.95億人，佔比95.1%；預計今年內地網民
規模將接近7.6億人，手機用戶佔比98%。
與此相應的是，內地互聯網企業收入在
去年達1.2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預
期今年將達1.76萬億元。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產業與規劃研究所
互聯網產業研究部主任劉越在報告會上稱，
中國互聯網服務收入規模持續增長，移動互
聯網應用規模全球領先，他並分析了幾大熱
門領域的發展情況。
在網紅經濟上，劉越指出，中國網紅的
內容生產逐步實現專業化，未來網紅經濟將

從泛娛樂領域向財經、動漫、體育競技、健
身、美食等垂直領域發展，網紅變現模式將
更加多元。
分享經濟方面，報告指今年分享經濟發
展潛力將進一步釋放，並且未來有望從「生
活服務、實物資源」等領域向「生產製造、
人力資源」等領域滲透。 ■中新社

建山寨版「倫敦塔橋」 網民斥「蘇州之恥」

內地網民近7.6億人 手機應用全球領先

■王佩英與丈夫在病房裡慶祝金
婚紀念日。

■茶館老闆買買提．吾斯曼 網上圖片

■位於新疆喀什的百年茶館延續着絲路故
事。 網上圖片

■正版倫敦塔橋。 網上圖片

■ 蘇州山寨版「倫敦塔
橋」。 網上圖片

■王奶奶在電視節
目裡含情念情書，數
度落淚。

■林爺爺手臂綁筆，花了兩小時寫下感人情書。

■ 內地網
民近7.6億
人。圖為乘
客在福建往
四川的列車
上用手機看
電視。
資料圖片

為慶金婚 癱夫ICU內手寫情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