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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冬率團訪杭州 望攜手建智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杭州報
道）12 月 5 日，中聯辦副主任陳冬為
團長的香港代表團圓滿完成浙江烏鎮
舉行的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議程之
後，前往杭州繼續考察。陳冬表示，
此次行程帶給香港業界一系列全新的
思想，希望兩地進一步加深了解，在
支持香港青年交流實習、創業創新等
方面繼續加強合作。
在杭州，陳冬一行考察了阿里巴
巴、海康威視等知名企業，並參觀了
杭州市城市規劃展覽館、杭州高新區
（濱江）智慧e谷展廳，進一步了解杭
州互聯網產業發展的整體情況。
陳冬表示，此次行程帶給香港業界
一系列全新的思想，大家很受震撼，
也深受啟發。香港有密集的海底光
纜，有國際化的雙語人才，有貫通中
西的文化等等，在互聯網產業發展方
面有很多優勢。希望通過此次行程，
雙方進一步加深了解，在支持香港青
年交流實習、創業創新等方面繼續加
強合作。

阿里雲盼能在港全面落地
在阿里巴巴訪問時，代表團詳細了
解了阿里雲在香港的業務情況，以及
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目前在港落地情
況。據悉，阿里雲海外建設的第一站
就是香港，而阿里方面表示很希望能
夠在香港全面落地，助力香港智慧城
市建設。
同時，自 2015 年開始投放的阿里巴
巴創業者基金，至今已投資 GOGOVAN、DayDayCook、AQUMON 等 12
家公司，每年還會甄選 100 名香港大
學生到阿里巴巴參加長達 6 個月的實
習，為香港的創業家與青年人提供了
創業創新的基礎。

■陳冬（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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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帶路」超聯人功能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董事局主席王
明鑫表示，香港是全球第四大數據中
心，有東南亞最大的數據庫，有很好
的基礎條件，希望能與阿里進行合
作，發揮香港「一帶一路」超級聯繫

人的角色功能。
在參訪過程中，代表團充分了解到
目前杭州智慧城市建設的成效，在海
康威視、智慧e谷展廳等還親身感受了
人臉信息識別技術、超高清探頭、城

市智慧交通網等最新技術，紛紛表示
希望能夠與杭州的相關企業聯手共同
推進香港智慧城市的建設。
香港機場管理局首席諮詢主管卞家
振表示，香港機場至今仍居國際及區

港珠澳大橋
車輛收費聽證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廣
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將於本月 21
日在珠海舉行港珠澳大橋主橋車輛

聽證方案一

收費聽證會。廣東省定價機關擬定

車種

的兩個收費方案，內容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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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車、出租車

包括私家車每車每程收費為 150 元

150元人民幣

穿梭巴士、過境巴士 450元人民幣

人 民 幣 ， 貨 櫃 車 則 收 115 元 人 民
幣，只有過境巴士其中一個方案建

貨櫃車

議收 200 元人民幣，另一則收 450

普通貨車

115元人民幣
60元人民幣
聽證方案二

元人民幣。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收費
屬可接受水平，但希望未來有檢討

車種

機制。惟有直通巴士及貨運業人士

私家車、出租車

150元人民幣

資料圖片

穿梭巴士

450元人民幣

深西往香港，再經香港港口將貨物運送
出去。
他續指，若穿梭巴士及過境巴士收費
450 元人民幣，一輛車有 50 名乘客，平
均只是 9 元人民幣一位，因此他也覺得
這收費亦屬可以接受水平。

過境巴士

200元人民幣

貨櫃車

115元人民幣

普通貨車

60元人民幣

則指收費較高，盼可調低。

廣東省發改委昨日就港珠澳大橋
主橋車輛通行費收費標準聽證

會的安排發出通告，指聽證會將於
本月 21 日上午 9 時半至中午 12 時在
珠海舉行。
通告披露兩個聽證方案內容，建議收
費大致相同，包括私家車或出租車每車
每程收費為 150 元人民幣，貨櫃車收費
為 115 元人民幣，普通貨車收 60 元人民
幣，穿梭巴士費用則為 450 元人民幣。
兩方案中只有過境巴士所建議的收費有
異，一個建議收 200 元人民幣，另一則
提議收450元人民幣。

按內地法律收通行費
運輸署發言人指出，因港珠澳大橋主

■港珠澳大橋珠海出入口收費處。
橋位於內地水域，收費站亦位於內地範
圍。根據屬地原則（即以屬地法律處理
各項事務）及《港珠澳大橋建設、運
營、維護和管理三地政府協議》，負責
營運大橋主橋的大橋管理局，會按內地
法律對使用大橋主橋的車輛收取通行
費。
發言人續指，收費標準經粵港澳三地
政府討論後，須按內地法律及程序進行
審批。廣東省發改委就車輛通行費舉行
聽證會，是依據內地法律要求，也是審
批程序的一部分。
對於大橋兩個收費方案，自由黨航運
交通界議員易志明認為，貨櫃車收 115
元人民幣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水平，希望
因此吸引多些貨櫃車，經港珠澳大橋由

跨境巴：450人幣太貴
民建聯新界西議員陳恒鑌坦言，現時
建議的收費，與他原本估計有一點差
距，不過他認為整件事要看得闊一點，
而且也要考慮還款、車流量估算等。他
認為通車初期釐定此收費水平後，希望
將來會設檢討機制。
跨境直通巴公司「中港通」董事總經
理陳宗彝就以中山過境巴士為例，指深

收費 (每車每程)

資料來源：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圳灣內地公路費約 200 元人民幣，若港
珠澳大橋收取差不多價錢，這些巴士將
會轉用大橋，但若收取 450 元人民幣，
則不會接受。
落馬洲「中港貨運聯會」主席蔣志偉
表示，貨櫃車需經青馬大橋及港珠澳大
橋來往兩地，但現時青嶼幹線來回收費
已 80 港元，加上港珠澳大橋的收費，負
擔將甚重，希望大橋收費可調低。

工展會下周開鑼 首設微信支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一年一
度的工展會將於下周六（16 日）開始，一
連 24 天、至明年 1 月 8 日在維園舉行。今
屆仍有多項1元優惠，包括1元洗碗機、電
飯煲、鮑蔘福袋及聲波震動牙刷等。廠商
會會長李秀恒表示，工展會今年將首次與
兩大電子支付商合作，消費者能用手機結
賬，其中「微信支付」（WeChat Pay）指
首 100 名用戶於參與活動的攤位用微信支
付單筆消費逾50元即減50元，期望帶動本
港電子支付發展。
今屆工展會以「千色品牌 閃耀工展」
為 主 題 ， 逾 400 家 參 展 商 共 逾 880 個 攤
位。李秀恒昨日在記者會上介紹，今年仍
有多個1元商品助市民抗通脹，如1元的洗
碗機、納米石瓷電飯煲及鮑蔘福袋等。

限量「8元一吋」高清電視
同時，今年有參展商推出「8 元一吋」
的高清智能電視機，50 吋的電視機只售
400 元，只在開幕日發售，限量 3 部。今屆
工展會與去屆一樣，在開幕前一晚設超級
優惠排隊區，供市民預先排隊領籌以便購
買1元優惠產品。
他表示，近期社會氣氛不錯，加上零售
業最壞的時期已過，看到市民消費意欲增
強及業界正在復甦，故對今屆工展會抱樂
觀態度，期望入場人次增至 200 萬，「去
屆工展會營業額約 9 億元，期望今屆能有

雙位數字，突破至10億元。」
李秀恒介紹，隨着時代轉變，愈來愈多
人使用電子支付的消費模式，今屆工展會
亦首設電子消費模式，與「支付寶」(Alipay)及「微信支付」（WeChat Pay）兩大
電子支付商合作，讓消費者在場內使用電
子錢包結賬，享用購物折扣或回贈，亦能
體驗流動支付好處。
代表「微信支付」的千維科技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廖喆表示，本港電子支付有很大
的發展潛力，只是未有良好生態及氣氛支
持，包括市民接受及本港商戶理解，相信
工展會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去推展電子支
付。

單筆消費逾50元即減50元
他續說，已有百餘家參展商向他們提交
開通微信支付的申請，包括李錦記、安記
及雀巢等，相信今次能有助香港進一步發
展金融科技。他補充，已與內地有關機構
合作推廣，以吸引內地旅客來港消費。
廖喆續指，因應微信支付首次進駐工展
會，故為港人帶來消費優惠，包括在活動
期間，首 100 名用戶在參與活動的商戶攤
位，用微信支付單筆消費逾 50 元即減 50
元。在整個展期內，用戶在參與活動的商
戶攤位，使用微信支付單筆消費滿 100
元，即送一張 10 元的微信支付現金券，現
金券在下次消費單次滿 50 元即可使用。

專－家－警－告

議員認為可接受 盼未來設檢討機制

小心黑客扮選管會 趁補選偷市民私隱

大橋收費 私家車擬 150 人民幣

域航空物流的中心地位，是香港互聯
網產業發展的良好基礎。願借鑒杭州
在智慧城市發展方面的成效，使香港
機場更智慧、更便利，助力香港進一
步發展。

有旅行社早前遭網絡攻擊，令客戶
資料外洩。有網絡資訊保安方案公司
預測來年企業面對的攻擊層面將不斷
擴大，包括針對性的勒索程式數量大
增，商務電郵變臉詐騙（BEC）攻擊
亦會成為犯罪集團的新寵，該類攻擊
一旦得逞，報酬相當可觀，推算今年
黑客透過BEC攻擊已獲91億美元。

勒索軟件「進化」明年攻擊料增

網絡保安公司「趨勢科技」昨日發表「趨
勢科技 2018 年資訊保安預測」報告，指勒
索軟件攻擊趨向複雜，且攻擊範圍更廣。針
對性勒索程式攻擊數量將會增加，黑客將鎖
定單一企業作出攻擊，並以中斷其營運為要
挾，迫使企業支付大筆贖金。
報告指，勒索軟件傾向透過電郵發動攻
擊，適逢來年美國及本港亦有選舉，相信屆
時將有不法之徒假扮候選人發佈政綱。「趨
勢科技」港澳區顧問總監李浩然表示，相信
臨近立法會補選會有黑客假扮選管會，收集
市民的地址及個人資料，呼籲市民在提供資
料前小心核對寄件人身份及提高警覺。
報告續指，BEC 攻擊獲利的數目可觀，
估計由 2016 年的 53 億美元，升至今年的 91
億美元，相信來年會持續上升。李浩然解
釋，常見的手法包括：黑客假扮企業寄出電
郵，通知更改交易戶口，欺騙客戶轉賬至假
戶口；以及入侵企業系統更改交易金額從中
獲利。
同時，隨着電子器材智能化，聯網
（IoT）的漏洞將愈來愈多，尤其是許多裝
置在製造時並沒有資訊保安或產業規範可供
參考。黑客入侵範圍除了傳統的電腦外，亦
會擴大至視像鏡頭等連接互聯網的設備。
同時，以電郵傳播及網站的病毒，昔日需
下載檔案才會「中招」，未來或會發展成僅
瀏覽網站就會中毒，且病毒更有能力在企業
內部傳播。
李浩然說，近年航拍機愈來愈普及，不法分子會利
用航拍機，接近企業或政府機構，再入侵其網絡系
統，已有航拍機被入侵的例子。為了防範黑客的攻
擊，他呼籲市民購買電子設備後更改密碼，慎選信譽
較好的品牌，一旦系統出現漏洞亦會提供更新的支
援，及提高警覺，篩查可疑的郵件及網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寶儀

第五十二屆工展會
■ 日期：2017年12月16日至2018年1月8日
■ 開放時間：
上午11時至晚上10時，最後一天會提早至晚上8時結束
■ 地點：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
■ 重點節目：
工展小姐選舉、親子樂煮意—終極小廚神爭霸戰等
■今屆工展會以
今屆工展會以「
「千色品牌 閃耀工展
閃耀工展」
」為主題
為主題。
。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網上工展」
一元一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
韻）網上工展會由今日起，連
續一星期推出「工展會預購」
活動，包括一元產品及一折起
的產品優惠，如原價 658 元的蟲
草產品、348 元的即食溏心鮑魚
及 499 元的負離子冷風機等均以
一元出售。一折產品包括原價
1,098 元的生鐵皇鑊具，打折後
以 109.8 元出售。廠商會副會長
戴澤良表示，網上工展會在元
旦日亦會推出「1．1 節慶」閃
購，當日凌晨 1 時起會有一折優
惠、一元閃購及大抽獎等，與
市民同賀新一年的到來。
不少參展商對今屆工展會都

看好，出售馬來西亞醬料的天
匯食品貿易有限公司業務發展
經理王柏昇表示，今年本港經
濟較為穩定，以今年 8 月的美
食博覽為例，生意按年增長
10% ， 相 信 港 人 消 費 意 欲 增
長，料今屆工展會生意亦會穩
定 增 長 ， 望 按 年 增 長 10% 至
15%。
出售廚具的德國寶市場部主
任曾嘉倩指，去年在工展會首
推低溫慢煮機，反應不錯，賣
了 1,000 個，而今年新推的低溫
慢煮機可連接手機，相信會吸
引年輕女性購買，料生意按年
增長20%。

■ 新增活動：AR & VR互動學習體驗區
■ 入場費用：10元*
■ 售票地點：廠商會辦事處#及工展會會場
註：*身高 1 米或以下小童、65 歲或以上長者及殘疾人士免
費進場；# 門券將於12月8日公開發售
資料來源：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12 月 16 日一元優惠
公司

產品

美的電器

M1免安裝洗碗碟機

10

南北行

「鮑蔘」八寶禮袋

10

愛家名品

Rogic RT200 Ti02光觸媒聲波震動牙刷

10

家典

家1升納米石瓷專業電飯煲

20

捷榮集團

尊貴咖啡福袋

50

資料來源：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每天數量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