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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瓜灣重建收購呎價1.5萬
勁升13%破市建局兩年前槐樹街項目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藝術發展
局大會昨日舉行會議，指截至上月15日，由
藝發局主導、正進行或將展開的藝術資助計劃
共有66項，包括ADC藝術空間、香港音樂系
列、藝術行政人才培育計劃等。另2016/2017
藝發局配對資助計劃，首輪共支持15個藝術
項目，配對資助約380萬元；第二輪計劃將資
助12個藝術項目，配對金額約358萬元。第二
輪獲資助項目名單將於近期公佈。

低於市價租用創協坊12樓
藝發局現正主導的藝術計劃共有66項，其
中「2014－2020黃竹坑ADC藝術空間」項目
獲民政事務局撥款872萬元，是66個項目中獲
撥款額度最高的一項。該計劃為期6年，主要
由藝發局以低於市價租金租用創協坊12樓，
為本地藝術家提供創作空間，現時17個工作
室已全部租出，供26位藝術家使用，其中15
位藝術家佔用9個單位，另有11位新晉藝術家
佔用8個工作室。

「音樂海外推廣計劃」獲撥710萬
「香港音樂海外推廣計劃─香港音樂系列」
獲民政事務局撥款710萬元，將於本月在倫敦
舉行「香港音樂系列音樂節」，推廣香港音樂
家及藝術，同時作為香港回歸20周年紀念誌
慶，部分節目已公開售票，現正進行宣傳推
廣、安排票務、邀請嘉賓、安排代表團訪英等
事宜。
66個項目中，多個項目旨在培訓本港藝術

人才，當中第四屆「2016/17藝術行政人才培
育計劃」獲民政事務局額外撥款620萬元資
助，計劃於下月至2019年12月，資助36個團
體於十二個月內各聘請及培訓一名實習生，現
已收到57份申請，藝發局正準備評審工作。

ADC藝術空間獲872萬資助

市建局表示，3個項目涉及1,179個業
權、估計約1,440個住戶，所有業

主將有60天時間考慮市建局收購建議，3
個項目地盤總面積約11,900平方米。市
建局初步建議在該3個項目內，提供合共
約82,600平方米住宅樓面面積，以及約
16,500平方米的商業/零售樓面面積，該
些項目預計可在2025/2026年完成。

顧問按「假設單位呎價」評估
局方表示，一如既往委託7家估價顧問

公司，按照類似地區7年樓齡「假設單位
呎價」，為3個項目進行評估，以訂定每
個項目的「假設單位呎價」。考慮到該3

個項目位置相當接近，發出收購建議日
期相同，市建局董事會轄下土地、安置
及補償委員會批准採用3個項目當中最高
的「假設單位呎價」，作為3個項目的單
一「假設單位呎價」。

提出收購建議「樓換樓」選擇
市建局將同時向3個項目所有合資格住

宅自住業主提出收購建議及「樓換樓」
選擇，他們可選擇該3個重建項目原址所
興建的任何一個新發展項目內的「樓換
樓」單位或煥然壹居「樓換樓」單位。
物業收購手續完成後，市建局會為有

關物業內合資格的住宅租客提供特惠津

貼及安置安排。市建局於上月通過的優
化住宅物業租客特惠津貼及安置安排，
和非住宅物業自用業主及非住宅物業租
客的特惠津貼等相關政策，亦適用於該3
個項目。
市建局早於去年3月展開庇利街／榮光

街發展項目，涉及980個住戶，項目原定
2025/26年落成，提供約1,150個住宅單
位，但市建局在該項目兩個月公佈期內
收到數十份書面反對意見，即使去年12
月刊憲獲授權重建後，多名提出反對的
人向相關上訴委員團提出上訴，結果無
法如期於去年12月展開收購及租客補償
安置事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市

區重建局銳意把土瓜灣重建成小區

模式，昨日宣佈將於本周五向該區

3個重建項目庇利街/榮光街、鴻福

街/啟明街，及榮光街出價，建議以

實用面積每平方呎 15,383 元的價

錢，向受影響住宅物業合資格自住

業主收購，打破市建局兩年前以每

平方呎13,614元收購大角咀槐樹街

項目的紀錄，足足上升近1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
環境諮詢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規管
船隻在香港水域內使用低硫燃料。
環境保護署建議，自2019年起，
所有船隻在香港水域內，都要使用
含硫量不超過0.5%的低硫油。署
方指，措施主要影響遠洋船，因本
地船及內河船早已採用合資格輕質
柴油，諮詢業界後亦普遍贊成新措
施。
船隻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等，是主要空氣污染來源之一。環
保署先後限制本地供應船用輕柴油
含硫量上限為0.05%，以及規管遠
洋船停泊時須使用含硫量不超過
0.5%的燃料。
隨着內地國家交通運輸部設立船

舶排放控制區，2019年規定船舶
在珠三角、長三角及環渤海控制區
內，須使用低硫油燃料。

最高罰款20萬囚半年
為配合珠三角水域船舶排放措

施，署方計劃進一步收緊船隻燃油
規格，規管所有船隻在香港水域內
使用含硫量不超過 0.5%的低硫
油，或液化天然氣。換言之，遠洋
船不論停泊或航行，均需使用低硫
燃油，僅軍用船隻、船隻採用減排
技術及規管會對該船隻的安全構成
危險會被豁免，違反規定的最高罰
則為罰款港幣20萬元及監禁6個
月。局方指，新規例將於月內提交
立法會環保事務委員會討論，預料
2019年1月1日起實施。
會上，環諮會成員大多贊同新建

議。有委員擔心，難以監察航行中
的船隻所使用燃料是否合規格。
環保署代表指，外國研發遙測裝

置可驗測航行船隻所用燃料，但正
在試驗階段，局方正與本地大學合
作研發。

300物業商戶簽燈光約章
環諮會討論鼓勵商戶自願在深夜關燈的《戶

外燈光約章》。署方指，計劃自去年4月推
出，截至上月，共有4,800間機構參與。逾
3,000物業及商戶過去一年信守承諾，晚上11
時至早上7時關燈，獲頒「鉑金獎」；1,200
多個機構午夜12時至早上7時關燈，獲頒「金
獎」，達標率逾九成。另外，300多個物業和
商戶今年新加入，獲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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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吳子
晴）中文大學參與的一項國際研
究，發現孕婦懷孕初期服用低劑量
亞士匹靈，有助減低患妊娠毒血症
機會。該研究在歐洲6個國家12個
中心進行，以新的綜合篩查法，選
出共1,776名高危孕婦參與，讓她們
在懷孕周期12周至36周，每晚服用
150毫克亞士匹靈。結果發現，34
周前患妊娠毒血症機會降低82%；
37周前降低 62%；37周後不受影
響。
參與研究的中大醫學院婦產科學

系副教授潘昭頤昨日表示，即使過
去30年有不少相關研究，但是次研
究跟以往用藥分量不同，懷孕12周
至36周用藥亦較以往早，加上是首
次讓孕婦晚間服藥。
有別於以往跟隨英國指引以高危

因素法檢測，在懷孕37周前檢查，
只有約40%孕婦被檢驗出有患妊娠
毒血症風險。是次研究加入檢查血
清、子宮動脈指數、血壓等因素，
準確率大增至75%。
潘昭頣續說，亞士匹靈有助預防

孕婦患上妊娠毒血症，相信是由於
亞士匹靈有助血液循環。雖然亞士
匹靈有薄血作用，但她指，根據研
究，並沒有孕婦出現出血等副作用
情況，而這次研究於懷孕36周時停
藥，是可接受方案，但有凝血、胃
潰瘍等問題的孕婦，則不適合服用
亞士匹靈。
她表示，自己與團隊於去年12月

起，在亞洲6個國家進行同樣研究，
已向醫管局建議引入綜合檢查和用
藥方式，同時建議孕婦依時進行產
前檢查，以及早發現問題。

低劑量亞士匹靈 可防妊娠毒血症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陳鳳鳴）香港
中文大學於今年6月至9月，於文物館舉辦
「鑠古鑄今：中國古代黃金工藝與傳承」與
「錯彩鏤金：陝西珍藏中國古代金銀器」展
覽，分別展出陝西省內各文博機構珍藏的
60件（套）中國古代金銀器、文物館館藏
及私人收藏家的逾40件（套）中國古代金
銀器，以及周大福大師工作室借出的復原實
驗樣品及傳統金匠工具。康文署文化修復辦
事處一級助理館長鄧汶慧指，是次研究計劃
對中國古代黃金工藝技術有新發現。
在中國古代形形色色的傳統工藝中，黃
金工藝是令人感到較陌生的一門。這一方面
源於史籍甚少記載，亦因該門工藝只通過師
徒間口耳相傳來傳承，難免失去歷史原貌。
中大文物館、陝西省文物保護研究院、康文
署文物修復辦公室及周大福大師工作室，於
2014年起開始合作研究「中國古代黃金工
藝研究專案」，採用科技、考古、藝術史和
模擬實驗等跨學科研究方法，深入考察和嘗
試復原中國古代黃金。
「鑠古鑄今」展覽展出40餘件（套）中
國古代金銀器，以及周大福大師工作室借出
的復原實驗樣品及傳統金匠工具。展覽分為
「錯金銀」、「珠化」、「金絲技術」及

「百技爭鳴」4
個章節，向公
眾呈現最新黃
金工藝研究成
果。
鄧汶慧昨日

指出，是次研
究專案對中國
古代黃金工藝
技術有重大發
現，其中秦式青銅錯金帶鉤採用「錯金」工
藝方法製成，把金片藏入預先做好的凹槽
上，金器表面上的金線用肉眼去看，顯得十
分平滑，但在X光下，研究團隊發現金線以
捲曲方式錯入凹槽中。康文署文物修復辦事
處一級助理館長黎永耀表示，逾40件展品
中，僅此一件含有鉑族元素，是重大突破。
他續說，鉑族元素較少出現在中國黃金中，
多在埃及和印度黃金中找到。
「錯彩鏤金：陝西珍藏中國古代金銀

器」展覽已於上月23日開幕，展期至9月
24日，市民可免費入場參觀。 展覽期間，
文物館將舉辦公眾導賞團及公開講座，亦會
在展廳播放復原實驗片段，讓大眾了解失落
的傳統工藝。

鑄金術考古新發現 中大任睇

■「秦式青銅錯金帶
鉤」。 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陳鳳鳴 攝
■潘昭頤示範以超聲波為孕婦偵測子
宮動脈血流脈動指數。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子晴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社區組織協會昨日趁新
任特首林鄭月娥首個工作天
請願，指回歸20年來，香港
貧窮人口由 100 萬升至 130
萬，堅尼系數更見 45 年新
高，逾20萬人居於籠屋、板
間房、天台屋及劏房等居
所，雖然上屆政府嘗試作出
改善，但改革步伐太小及緩

慢，未能有效解決問題，寄
望新一屆政府大刀闊斧作出
改革，以解決社會深層次矛
盾。
社協昨日聯同近50名基層
市民到特首辦請願，指新政府
必須聚焦處理基層房屋短缺、
人口老化及貧富懸殊的三大民
生問題。社協指，上屆政府雖
已着力於改善房屋政策，但由
於積壓的基層住屋問題不斷加
劇、政府覓地建屋需時及遇到
不少阻力，以致輪候公屋數目

及輪候時間不斷增加及延長。
此外，政府至今未有通盤的政
策應付人口老化，社會貧窮人
口仍維持在高位。
社協建議新政府將公共開

支佔本地生產總值上調至
25%的水平，以回應市民的社
會服務需要；將出租公屋興
建量上調至每年不少於35,000
個單位，滿足基層住屋需
要；及重設租金管制、設立
物業空置稅及立法保障租客
租住權等。

社協促新特首解決基層住屋需要

■社協到特首辦門外請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林浩賢）亞洲
首個以Marvel為主題的迪士尼樂園賽跑將
於9月16日至9月17日進行，其中10公里
賽事會穿越城堡、迪欣湖及7大園區。香
港迪士尼透露，賽事沿途有逾百個樂園人
物和超級英雄為健兒吶喊助陣，更有神秘
人物現身。另外，參賽者能替親友預購打
氣門券，並在賽事完結後同遊樂園，多款
主題產品亦會限時開售。
香港迪士尼樂園康樂及活動拓展經理王
宥鈞昨日表示，去年有9,000人參加首屆樂
園賽跑，包括近900個家庭、逾1,500名12
歲以下兒童。他指出，是次活動「Marvel
10K Weekend 2017— AIA Vitality 健康程
式全力支持」與香港業餘田徑總會合辦，

並選擇適合初學者的平坦賽道，希望藉此
推動跑步文化，助市民培養良好運動習
慣，「香港有大批Marvel粉絲，希望他們
為主題嘗試長跑，建立健康生活方式。」

黃曉瑩：為美隊獎牌努力跑
Marvel粉絲黃曉瑩直言「自己運動細胞

不多，但為了美國隊長獎牌會努力跑。」
她憶述兩年前與朋友觀賞電影《復仇者聯
盟II》後，旋即愛上備具正義感的鐵甲奇
俠，其後開始探索其他角色的內心性格，
「蜘蛛俠與當時仍讀高中的我背景相似，
但他比我更努力積極，又會為他人着想，
所以我想成為這個英雄。」她笑言，5歲時
看過《蜘蛛俠》，現時愛上Marvel應該是

「注定的緣分」。
黃曉瑩現時與朋友到維園練跑，每星期3

次至4次，她坦言「辛苦不打緊，為了英
雄獎牌，我會努力堅持。」她正考慮報跑
不同賽事，以取得各款英雄的特製獎牌。
她續說，賽後會和朋友在酒店休息，體驗
難得的Marvel主題氣氛，並趁機收集多款
限量主題產品。
王宥鈞表示，是次賽事將引入碳中和計

劃，樂園鼓勵參賽者自攜水樽，並與多個
非牟利機構聯手回收賽區內的塑膠、廢紙
及其他物件。是次比賽設10公里、5公
里、3公里及200米兒童跑4個項目，各項
賽事均有年齡限制，現已接受報名，本月
31日截止。

9月迪園賽跑 超級英雄助威

■參賽者完成不同賽事後可獲相應獎
牌。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林浩賢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