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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港慶回歸 料日均200團升15%
大英博物館展吸客 京滬團友特別點選

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祖國

廿周年「正日」，各界都準

備了不少慶回歸活動。有旅

行社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今年6月最尾一個星期

至7月首個星期，內地訪港

旅行團的表現不錯，按年升

至少 15%，平均每日都有

180團至200團，當中有來自

北京及上海的旅客。行程除

了看傳統景點外，也會到科

學館參觀從大英博物館借出

的6具古埃及木乃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立法會工務小組昨日通過
支持撥款超過205億元，為東
涌新市鎮計劃進行填海和擴展
的前期工程。多名議員關注東
涌新市鎮擴展新增郵輪設施及
工程招標等問題。
工務小組昨日以 27 票贊

成、0票反對、5票棄權，通
過支持撥款。其間，反對派議
員提出10多項動議及一度提
出中止待續會議。主席盧偉國
為議員發言劃線，再處理13
項臨時動議，及後動議全部被
否決。
有議員認為，東涌新市鎮計

劃未有因應人口上升，從而增
加醫院床位與區內人口的比
例，質疑計劃有否顧及弱勢社
群的需要，又要求提高計劃內
興建公營房屋的比例。
民建聯議員周浩鼎表示，議

員不應因擔憂交通配套不足及
醫院床位而拉倒項目，倘再拖
延解決房屋問題的契機，對不
起下一代。
出席會議的發展局副秘書長

周可喬表示，明白議員對個別
土地的訴求，但強調從規劃到
落實仍有空間聽取議員的意
見。
周可喬續稱，新市鎮計劃預

期可提供4萬個住宅單位及超
過4萬個就業機會，更有新的

社區配套落成，希望立法會盡快通過撥
款。
工務小組至今共批出11項撥款項目，

尚有包括擴建屯門醫院手術室在內的10
個項目未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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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對於立法
會主席梁君彥建議，削減無約束力議題的
討論時間。以便財委會及轄下工務小組加
快審批項目。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財
委會及轄下的工務及人事編制小組，尚積
存大量議程積壓，建議調整議程及加開會
議。
李慧琼說，不夠時間處理已經排隊的項

目，民建聯對合理加開會議會積極回應。
她又說，確實有大量議程積壓，相關委員
會主席及立法會秘書可調整原有的議程。
至於有議員反對加會，她表示，拉布或

反對項目的議員要對市民負責任，不能令
議程無法表決。

財會工務「塞車」
李慧琼倡加會

香港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
示，七一內地訪港旅行團反應理

想，平均每日有180團至200團，直
言「相信表現會好過五一短假期」，
旅客除了有廣東省旅客外，還有華
東、華北等地的旅客。
他續說，部分內地旅客會坐飛機到

深圳進入香港，包括北京旅行團，1
團約有200人，行程包括傳統景點，
如海洋公園及金紫荊廣場等，也會到
離島及尖沙咀科學館參觀從大英博物
館借出的6具古埃及木乃伊。

旅界歡欣「做到無停手」
崔定邦續稱，回歸20周年是一個很

好的機會予內地旅行社力推香港行
程，不少內地旅客都想看看香港20年
間的轉變，當中中環海濱及摩天輪亦
是受歡迎的行程之一，相信下周起廣
東省的反應會慢慢「熱起來」。
他形容，今年七一反應較去年為

好，「做到無停手。」

旅業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表示，因應
七一回歸20周年，有不少內地及外國
團體代表會來港，港島有部分酒店因
「剛剛接了大團所以爆滿」，但未見
有大量旅行團湧港的現象。
他續稱，仍待下周末才會陸續確實

旅行團數目，相信仍有上升空間。

新設金庸館亦有捧場客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早前

香港文匯報曾此前道，有內地旅行社
代表向本報稱，正準備組織以回歸20
周年為主題的旅行團訪港，打算6月
起向內地旅客推廣，有旅客期望看看
香港歷史發展軌跡，亦有不少內地旅
客期望到香港離島或郊野公園行山，
香港新設的金庸館也在考慮之列，旅
行社也會循有關方向計劃行程。
江蘇長江村在4月起，亦已分批帶

60歲或以上的村民及部分老職工，合
共千人遊港澳，同時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20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安老事務委
員會即將公佈「安老服務計劃方案」，主
席林正財認為政府在預算案中預留300億
改善安老服務，應用於開發應用科技上，
以減省安老業界人手的工作量，而不是單
單增加資助名額，忽視服務素質和人手壓
力。

林正財昨日出席電視節目時表示，現時
安老業人手和資源不足，像「用七八個蓋
去蓋十個洞」，難以長遠發展。他建議政
府將預留的300億元發展應用科技，例如
用手機應用程式進行資料記錄、服務配對
等工作，以減省業界工作量並提升服務素
質，他又指現時很多家庭自行在家量血

壓、心跳、血氧，未來或可透過大數據讓
長者或其家人在家中上傳數據，再由專業
團隊遠距離檢視長者健康狀況。
林正財又透露，「暫時政府應該有錢，
可以增加恒常經費。」他希望將這預留的
300億元應用在試驗計劃，他認為，不只社
福界和醫療界，整個社會也該去思考人口
老化的問題。
現時長者使用社區服務券，平均需要輪

侯11個月，名額亦只有3,000個。林正財
指現時評估資格已經下放，社工和護士也
可評估申請長者是否合資格使用服務，加
上安老事務委員10月將會增加2,000個服
務券名額，聯同關愛基金將來提供的3,000
個名額，預計可以縮短一半輪候時間。林
正財認為可將金錢資助直接交由長者及其
家屬管理，按需要自選日間或其他家居照
顧服務，以增強服務靈活性。

林正財倡研應用科技助安老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何玉瑩）
天水圍天耀墟市在昨日正式開幕，開幕
禮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及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梁志祥、何俊賢等主持。梁
志祥致辭時表示，希望是次墟市能夠成
為香港墟市的起步，同時盼望本港未來
有更多的墟市進駐偏遠地區的屋邨。昨
日墟市現場共有10多個售賣食品的攤
位，不少街坊都認為方便他們買菜，但
有農墟商戶卻表示兩周的試營期的生意
未如理想。
領匯集團早前清拆天耀街市令居民只
能前往天盛街市買菜，甚至需遠赴元朗
才能買到煮食食材，為他們帶來不便。
有見及此，梁志祥及何俊賢嘗試在露天
劇場興建墟市，售賣食材以方便居民。
梁志祥表示，墟市雖因規條問題而無法
售賣新鮮食材，但墟市內的攤位均持有

政府牌照，所售賣的加工及有機食物亦
持有廠牌，居民可以放心購買。
多名受訪居民表示雖然墟市選擇不

多，但仍為他們省卻不少麻煩，他們期
望墟市能長期設立在天耀，而並非只在
星期日才擺設攤位，並希望能提供更多
不同類型的食材，如魚類及肉類。
一名四肢不便的受訪者補充，墟市的

設立使他不用橫跨幾條馬路到天盛街
市，在樓下就已經可以買到菜。
不過，有關墟市生意方面，受訪商戶
佘先生則表示從試營期及昨日的生意額
而言，居民對墟市的反應一般，售賣有
機蔬果的佘先生認為這裡的市民對有機
食品接受程度不高，加上可能定價較
高，即使以有機、天然健康作招徠，他
們的作物都沒有在其他墟市如大埔農
墟、中環農墟等來得受歡迎。

天耀墟市開幕 街坊讚方便買餸

香港傷健共融
網絡的「猛龍長

跑隊」，將有接近40名視、聽障跑手及領
跑員在七月初前往澳洲參加黃金海岸馬拉
松。隊員昨日在斧山道運動場進行誓師大
會，長跑名將陳家豪亦現身支持，指導「猛
龍」隊員進行核心肌肉訓練。
「猛龍長跑隊」成立於2011年，成員主
要是視障人士和聽障人士，取「盲」及
「聾」的諧音命名為「猛龍」。長跑隊旨在
鼓勵視障和聽障人士合作，互補不足，透過
長跑訓練以強身健體和提升自信。另外，為
體現助己助人精神，猛龍隊經常活躍於慈善
跑步賽事。
香港傷健共融網絡總幹事莫儉榮表示，澳洲
黃金海岸馬拉松是「猛龍長跑隊」5年前參與
的首個海外馬拉松賽事，這次有幸獲得昆士蘭
旅遊及活動推廣局和香港航空的支持，得以再
次挑戰黃金海岸賽道，而且參與人數為歷屆之
最，意義非凡，希望能夠起到薪火相傳的作用。
他又表示，參賽隊員將會全力完成賽事，藉以
宣揚「永不言敗」的精神。

長跑名將指導肌肉訓練
在進行誓師大會前，長跑名將陳家豪到
場指導「猛龍」跑手做核心肌肉訓練。陳家

豪為今屆渣打馬拉松十公里冠軍，他分享自
己早前參加北極馬拉松而受傷，停止練習三
個星期。養傷期間，主要靠核心肌肉訓練來
保持狀態。他笑言，原本比賽目標是「個人
最快成績」，但因傷患影響，希望能在33
分鐘內完成全馬賽事。
他直言，首次帶領視、聽障人士進行熱
身運動，覺得很有意義，希望能夠給予他們
一個動力，令他們可以跑得更出色。教導
視、聽障人士進行體育活動需要很大的耐
心，他要詳細進行解說之餘，亦需要重複示
範動作。
39歲的「猛龍長跑隊」隊員蔡浩良，患
有嚴重弱視和弱聽，他表示首次參加海外賽
事，在備賽期間，每天在將軍澳進行體能練
習。由於他的助聽器沒有防水功能，因此每
次跑步不能戴助聽器，這令到他無法聽到周
圍的聲音，難以和領跑員進行溝通。
蔡浩良稱，「我本身看不到，戴助聽器

跑步會令我跑得更好。如果我可以戴助聽
器跑，領跑員可以告訴我周圍的境況，並提
醒我前面有沒有障礙物和如何控制步速，令
我跑得比較安心。」蔡浩良現時佩戴的助聽
器是多年前購入，總價為3萬元。由於經濟
壓力，他希望透過眾籌，更換一個防汗防雨
助聽器。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陳鳳鳴

40傷健「猛龍」誓師 備戰澳洲馬拉松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浩賢）政
府去年5月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
劃，預計資助20萬戶低收入家庭，即約70
萬人受惠，但截至今年年初，只有約11.9
萬人獲批津貼，遠低於政府預期。多個團
體昨日合辦論壇，討論低津計劃的不足，
有出席論壇的低津計劃申請人要求放寬申
請門檻，包括下調工時最低要求、將兒童
津貼與工時脫鈎、簡化申請程序等。
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扶貧)鍾雅

之表示，該局已委託機構進行調查，收集
基層市民對低津計劃的意見，並會視乎數
據決定是否修改計劃細則，她又指該局暫
未落實時間表，但會積極聆聽各方意見，
而統計處在例行調查中亦會加入相關項目
的問題，冀今年底對低津計劃完成初步檢
討，並作出改良建議。在職家庭津貼辦事
處總行政主任林淑娟指出，政府願意幫助
合資格的低津申請人，對於無法提供工時
證明的自僱人士，政府會採用相關應對機
制作審核。
有單親家庭的低津申請人表示，一直以

兼職工作維持生計，惟需照顧兩名兒子，
所以每月工時達不到申請條件，「想不到
一個女人養兩個小孩也不獲津貼」，除了
無法申請低津外，她亦不合資格申請兒童
津貼，因為該津貼需要申請人獲發低津才
能申請，變相將所有津貼申請條件都與工
時掛鈎。

有南亞裔的低津申請人認為，低津計劃
不應只計算申請人入息，亦需把家庭開支
納入審批考慮中，「我丈夫要做兩份工維
持家計，收入看似很高，可是租金已佔收
入一半。」有市民更批「成個政策好失
敗」，如要獲發低津計劃中的高額津貼，
申請人必需每月至少工作192小時，讓從
事兼職的父母無法照顧子女，她又稱「若
有能力我也不想申請津貼」，要求政府容
許家庭成員合併計算工時。
在場其他曾申請低津的市民表示，因為

從事裝修或其他散工，無固定僱主及每月
工作時間，難以提供工時證明，亦有以現
金出糧而未能提供書面收入證明的情況，
加上申請手續繁複，以致不少申請人卻
步。有市民表示，低津計劃應接納個人申
請，「一個人也會有低收入情況，只是沒
與家人同住」，促請政府盡快檢討相關政
策，幫助有需要的市民。

勞福局盼年底完成低津檢討

■■莫儉榮（左）及蔡浩良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陳鳳鳴攝

■■高永文及何俊賢主持天耀墟市開幕儀式高永文及何俊賢主持天耀墟市開幕儀式。。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何玉瑩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何玉瑩 攝攝

■■本港長跑精英運動員陳家豪指導本港長跑精英運動員陳家豪指導
「「猛龍長跑隊猛龍長跑隊」」進行核心肌肉訓練進行核心肌肉訓練。。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陳鳳鳴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陳鳳鳴攝攝

■■「「猛龍長跑隊猛龍長跑隊」」隊員進行誓師儀式隊員進行誓師儀式。。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陳鳳鳴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陳鳳鳴攝攝

■■有旅行社表示有旅行社表示，，內地訪港旅行團的表現不錯內地訪港旅行團的表現不錯，，按年升至少按年升至少1515%%，，平均每日都有平均每日都有180180團至團至200200團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不少內地旅客期望到金庸館參觀不少內地旅客期望到金庸館參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低津申請人要求政府容許合併計算工有低津申請人要求政府容許合併計算工
時時。。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林浩賢 攝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林浩賢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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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第17/067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
三獎：$74,100 （92.5注中）
多寶：$36,680,855

1 13 18 23 30 44 42

下次攪珠日期：6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