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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龍駒」戰死沙場 港人痛失「準馬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

政府計劃將觀塘敬業街明渠活化為

「翠屏河」，除了加強河道的防洪

能力之外，更會設置智能水閘建立

蓄水區和小型人工浮島，打造讓市

民親近水體的公共優憩空間。由於

潮漲時海水會湧入，故計劃種植適

宜在鹹水生長的植物作綠化，改善

河道的水質和優化自然生態的生活

環境。渠務署表示，希望在今年內

開展下一階段詳細設計工作。

翠屏河活化小資料
活化範圍
■沿敬業街、敬業里和翠屏道的一段
長約一公里的明渠

活化重點
■加強河道防洪能力，減低水浸風險
■栽種植物改善河道水質和生態環境
■興建行人通道和連接兩岸的行人天
橋及觀景台，加強區內聯繫

■設置智能水閘建立蓄水區，隨潮溯
漲退升降，維持水體及控制流量

■蓄水區中央設置小型人工浮島，以
橋樑接駁兩岸，為市民提供親水環
境

資料來源：渠務署 整理：岑志剛

觀塘「翠屏河」擬智閘控水
建浮島種鹹淡水植物保水質 渠署冀年內詳細設計

行政長官梁振英
在前年施政報告提
出親水文化及近水

活動，其中一項是計劃在大型排水改善
工程及新發展區的排水規劃中，加入活
化水體的意念，為市民提供更美好的環
境。除了「翠屏河」之外，「啟德
河」、「東涌河」亦會進行活化。
渠務署表示，在進行明渠及河道工程

時，除確保排水暢順外，亦以促進綠
化、生物多樣性及美化環境為目標，希
望透過藍綠建設，為市民建設兼備草木
繁茂和水景優美的河道，並讓市民有更
多機會親近水體。
其中一個重點活化工程為「啟德河」

改善工程，啟德明渠總長度約2.4公里，
由蒲崗村道起，沿彩虹道流經東頭村和

新蒲崗至啟德新發展區，最後流入維多
利亞港，是東九龍其中一條主要排洪渠
道。渠務署計劃在提升排洪能力的同
時，加入美化、綠化、園境及生態元
素，活化為市區綠化河道走廊。
除了觀塘「翠屏河」，東九龍安達臣

道石礦場蓄洪池及東涌河均已計劃展開
活化工程。其中長約775米的東涌河，
將設有六組處理池，分三層過濾隔走泥
石及垃圾，並調節水位及水流速度，避
免污染物直接排入東涌河。政府又會將
東涌河分別劃入保育和綠化地帶，設置
20米至30米的緩衝區，指明不可發展，
河東面會發展成佔地約3.3公頃的全港首
個河畔公園，當局預計最快2021年完成
詳細設計及工地勘測工程。

■記者 岑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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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率訊（記者翁麗娜）基
層在職單身人士欠社會保障。有組織訪
問了66位單身人士，發現47%受訪者
的收入超過10,970元的申請公屋一人入
息上限，及交通津貼入息上限；然而有
51%受訪者每月需繳交3,000元至4,999
元租金、12%繳交至少每月5,000元的
租金。換言之，眾多在職單身者未能享
受任何社會保障之餘，卻要面對高租金
的負擔。
現時政府福利安全網之下，包括低收

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津）及交通津貼

（交津），然而前者僅供合資格的兩人
或以上家庭申請，交津最多也只有600
元，但申請人不用乘車上班即不能申
請。隨着今年關愛基金取消「N無人士
津貼」，低收入單身人士可謂沒有任何
補貼。
目前居於劏房的吳先生已輪候公屋7

年，擔任兼職數據輸入員，月薪波動
由3,000元至8,000多元不等，每月租
金連水電費約3,300元，坦言取消「N
無人士津貼」後，生活壓力大增。
他批評現時實施的單身人士計分制

猶如歧視單身者，「難道單身的住屋
需要就較次要嗎？」他希望政府增建
公屋，重推租金管制，否則他們這班

在私人市場打滾的劏房戶只能肉隨砧
板上，被逼捱貴租。

團體促單身同條件輪候公屋
明愛牛頭角社區中心單位主任曾凱

倫表示，低收入單身人士面對「多勞
多失」情況，若勤力工作換取金錢 ，
可能喪失輪候公屋資格，但是賺到的
薪金大部分上繳業主。
他指，現時仍在壯年的單身人士以體

力換取金錢，但隨年紀增長，體力及賺
錢能力一同下降，即使屆時合資格申請
公屋，也在計分制度下遙遙無期，希望
政府讓單身者與家庭輪候公屋的方式一
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禮傑）經濟
犯罪在全球化影響下更見複雜，黑錢
更易在世界不同地方的戶口流竄，廉
政公署指出，處理資產受到限制的總
值由前年的 1,965 萬元升至去年的
3,195萬元，而法庭正處理申請褫奪可
變現資產的總值更由2,309億元大增至
88,875億元。廉署將於明日起首次舉行
一連兩天「財務調查國際研討會」，
內容包括財務調查及資產返還，希望
增強國際合作以助打擊犯罪。
在經濟犯罪愈見猖獗下，廉署執行
處助理處長唐永德指，法證會計組於
2011年成立，成員均具備專業資格及
豐富的法證會計經驗，職責包括協助
財務及資金流向等調查，又會撰寫專
家證人報告，並以專家證人身份上庭

作供。
唐永德表示，近年工作更趨繁忙，
去年就調查63宗案件，涉及221個目
標人物和公司，交易總額達54億元，
前年則有91宗案，涉249個人物和公
司，款項達65億元。
廉署署理總法證會計師吳啓平表

示，以往貪污的案件只是直接匯入銀
行戶口，較易處理，但不法分子現時
會用上10個戶口來轉換金錢，當中一
些戶口可以是俗稱「借人名」得來，
企圖遮掩黑錢的來源及走向，而且金
錢流向不限於香港境內，因此較複雜
及難以調查。

增不同地區合作提升效率
唐永德補充指，若調查提升至國際

級別，接觸的不只是各
地方的執法機構，各司
法機關亦要相互接觸，
一些文件上的往來就會
限制了調查的速度，而
研討會就可增強不同地
方的合作及相互理解，
希望有助增加調查效
率。
研討會總監柳智浩表

示，主題為「嚴打貪腐
切斷財源」的研討會

將在明天起舉行，講者
包括律政司刑事檢控專
員楊家雄、中央紀委監察部國際合作
局副局長蔡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國際
合作局局長郭興旺、聯合國毒品和犯

罪問題辦事處條約事務司Dimitri Vlas-
sis，及英國嚴重欺詐案辦公室總監Da-
vid Green等。

政府在去年擬議將九龍東打造成綠色核
心商業區，敬業街一段長達1公里的明

渠會活化為「翠屏河」。渠務署排水工程部
高級工程師陳克強表示，敬業街明渠位處觀
塘區中央，毗鄰民居及繁盛工業區，具有極
佳條件成為市區中的河畔空間，渠務署在去
年7月展開勘查研究，今年初完成首階段公
眾諮詢，作出初步設計，計劃利用水景、園
境和生態概念活化河道及改善水質，將排洪
設施融入社區。

渠署：改善樽頸位防水浸
他指出，署方初步計劃在距離海岸線300
米至400米處設置一道智能水閘，形成闊約
30米的蓄水區，在水體中央設置小型人工浮
島，以橋樑接駁兩岸；智能水閘可隨潮溯漲
退升降，高低差逾一米，以維持水位和水
流。
他續指，明渠過往曾出現水浸，樽頸位主

要在上游位置，署方會進行改善工程，包括

移除觀塘泳池斜道基座和樽頸位，以加強河
道的防洪能力，並會研究以天然物料如石料
或光滑物料，取代現時部分混凝土河床，以
維持水流速率。

下游種老鼠簕 上游風車草
為改善水質和河道生態環境，渠務署研究

於明渠內栽種水生植物，形成自然生活空
間。
陳克強解釋，明渠旱天與暴雨水流變化
大，加上位處鹹淡水交界，潮漲時海水會
湧入，河水鹹分變化較大，可適應的植物
品種不多，下游較適宜種植鹹水植物如老
鼠簕，上游屬淡水，則可種植風車草等淡
水植物，署方已為水質取樣作初步化驗，
計劃試行小規模栽種，視乎效果再決定栽
種的品種。
陳克強表示，根據首階段公眾諮詢收集的

意見，大部分市民對計劃反應正面，正着手
處理相關的顧問工程合約文件，希望在今年

內開展下一階段詳細設計工作。
被問到如何保障市民安全，陳克強指

出，該明渠收集觀塘、秀茂坪一帶大範圍
雨水，一旦發生暴雨，流量會在短時間內
急增，明渠活化為「翠屏河」後，原則上
不鼓勵市民落水，會設有警示標示提醒市
民，為安全起見，亦不會設梯級讓市民走
落河床。

人行道天橋觀景台「易行」
另外，渠務署又計劃參照「易行城市」的

概念，於河道兩旁加建行人通道，並提供連
接兩岸的行人天橋及觀景平台，聯繫旁邊的
觀塘泳池、翠屏河公園及觀塘繞道下的文化
及藝術空間。
至於相關設施的保養維修責任誰屬，渠務

署排水工程部總工程師簡漢城表示，不同設
施涉及不同部門，正與相關部門探討，會有
適當安排，渠務署的園境師及聘請的顧問公
司，亦會給予專業意見。

廉署冀國際合作打擊洗黑錢

低收單身淪「N無」隨時「多勞多失」

政府在2011年施政報告宣佈
銳意打造九龍東為商業、休閒、
康樂和旅遊的新核心商業區。發

展局局長馬紹祥昨日在網誌表示，要打造成功的核心商業
區，需要有足夠運載能力，既方便快捷又安全可靠，規劃
周全的環保交通連接系統，可為九龍東提供優質的跨區和
區內連接服務。他表示，已確立了兩種較適合九龍東發展
的高架交通模式的連接系統。

馬紹祥：地面輕鐵電車遜巴士
他指出，在上階段諮詢中，有意見支持在九龍東打造地面

為主的連接系統，但研究的結果顯示，現時九龍灣和觀塘一
帶道路已十分擠迫，如果再加設地面連接系統，雖然造價較
低，但是否能為社會整體帶來效益成疑。若以輕鐵系統相似
的「專線模式」運作，則需佔用最少兩條行車線，無可避免
導致區內交通擠塞問題更嚴重；若以電車系統相似的「共用
空間模式」運作，又會受制於路面交通情況，表現將不會勝
過巴士和小巴等現有公共交通，卻又要作額外投資。
他續說，經過長時間的醞釀和探討，土木工程拓展署已
完成首階段研究工作，確立了兩種高架交通模式的連接系
統，分別是「旅客捷運系統」和「單軌鐵路」，較適合九
龍東的發展，其運作不但對區內路面空間影響輕微，同時
又不受道路交通的影響，可充分利用快速高效的優勢，有
效地縮短乘客的行程時間，相比起地面行走系統，更能提
供便捷而可靠的服務，並能為社會整體帶來更大的效益，
以便利居民出入，並配合核心商業區的持續發展。
他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已於5月2日就「九龍東環保

連接系統詳細可行性研究」首階段的結果，展開為期兩個
月的中期公眾諮詢活動，以收集市民對首階段建議的「旅
客捷運系統」和「單軌鐵路」兩種高架交通模式的意見，
其間亦會諮詢不同的法定組織、專業學會、運輸機構和關
注團體，歡迎市民參與及於7月2日前發表意見。

■記者 岑志剛

連接九東「核商區」
高架捷運效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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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
賽馬史上首匹4歲三冠王「佳龍駒」戰
死沙場！大摩馬房的「佳龍駒」昨日於
沙田馬場出戰1,600米一級賽冠軍一哩
賽，於比賽中段被騎師莫雷拉拉停，事
後被證實盆骨嚴重骨裂，更出現嚴重併
發症，經搶救後最終不治，一顆馬壇新
星黯然隕落。「佳龍駒」在港出賽13
次獲8冠1亞，累積獎金逾3,000萬元。
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發聲明表示，向
每一位與「佳龍駒」有密切關係及曾照
料該駒的人士，特別是馬主洪祖杭及其
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問。
4歲馬「佳龍駒」來港前於澳洲出賽
5次，獲1冠2季，包括於一級賽「香檳
錦標」奪亞。牠來港後12戰獲8冠1亞

（昨日賽前），對上直落連贏4場，是
應屆打吡大賽兼4歲馬三冠系列3場賽
事的盟主，上場更攻下國際二級賽「主
席錦標」冠軍。
這匹「準馬王」昨日出戰國際一級賽

冠軍一哩賽，在8匹馬中被捧成1.4倍
大熱門。「佳龍駒」在香港冠軍騎師莫
雷拉胯下起步後已跑得不太暢順，至賽
事中段突然拉慢，其後更被騎師收停，
場內場外馬迷無不為其健康擔心。「佳
龍駒」隨即第一時間接受場內獸醫的診
療，並自行步上馬匹救護車，被送往沙
田馬場的馬醫院接受檢驗。

盆骨嚴重骨裂 現嚴重併發症
馬會獸醫事務主管(診療)李恪誠於晚

上表示，「佳龍駒」的盆骨嚴重骨裂，
更不幸地出現嚴重的併發症，「雖然牠
在馬醫院內接受深切治療，但最終我們
未能成功救治牠。」正值壯年的「佳龍
駒」本有望於未來大放異彩，代表香港
揚威海外，如今一切已成泡影，是香港
馬壇的巨大損失。

「4歲三冠王」擊敗「巴基之星」
洪祖杭名下的「佳龍駒」上季初次在

港出賽，上陣7場獲4冠1亞，累積獎
金約600萬元，成為馬壇新星。「佳龍
駒」今季開展得並不如意，練馬師約翰
摩亞本劍指國際一級賽香港盃，為港爭
光，馬兒卻先後因右後腿不良於行退出
沙田錦標及馬會一哩錦標，無緣出戰國

際賽，並於12月中作季內首戰得第
五。翌仗出戰4歲系列首關香港經典一
哩賽，輕鬆取勝，次關角逐1,800米香
港經典盃仍輕鬆擊敗另一匹明星馬「巴
基之星」。緊接角逐4歲系列尾關，亦
是三關中地位及獎金最高的香港打吡大
賽，再次擊敗「巴基之星」，成為香港
賽馬史上首匹勝出4歲系列三關大賽的
「四歲三冠王」。
「佳龍駒」其後再攻下「主席錦標」，

令今季獎金累積至逾2,400萬元。
馬會每年均於季尾舉行「冠軍人馬

獎」，並選出「香港馬王」。原本「佳
龍駒」憑今季表現，奪取馬王的呼聲甚
高，如昨日的賽事摘冠更可說是無懸
念，如今牠會否成為首匹當季逝世的馬

王呢？據了解，香港過去多年選馬王均
不會將一匹已歿馬匹列入候選名單，不
知「佳龍駒」會否破例奪「馬王」榮
銜？

■曾凱倫（左一）。 翁麗娜攝

■廉署將舉行「財務調查國際研討會」打擊洗黑錢犯
罪。 莊禮傑攝

■效果圖中設置的智能水閘建立蓄水區和小型人工浮島。
渠務署供圖

■渠務署計劃活化翠屏河。陳克強（左）及簡漢城（右）展示效
果圖。 梁祖彝攝 ■鹹水植物老鼠簕。 渠務署供圖

■「佳龍駒」雄姿。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