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頂纜車下月加價 成人單程37元

陳冬見證全球智城聯盟簽備忘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

日為情侶間的大日子、一年一度

的情人節。有機構亦就年輕人的

戀愛觀及結婚消費模式作調查。

結果發現， 近五成受訪者在戀愛

一年內與伴侶結婚，逾一半人士

更認為一年內相處時間最適合結

婚。調查又發現，不少新世代因

結婚開支大及經濟壓力而較接受

婚前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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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戀愛 結婚貴寧同居
愛情觀只爭朝夕 逾半認為拍拖一年宜拉埋天窗

■陳冬（後排中）見證智慧城市聯盟與智慧城市發展
聯盟簽署全球智慧城市聯盟諒解備忘錄。■香港智慧城市發展藍圖活動，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
訊，中聯辦副主任陳冬日前出
席香港智慧城市發展藍圖活
動，並見證智慧城市聯盟與智
慧城市發展聯盟簽署全球智慧
城市聯盟諒解備忘錄。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創科局
局長楊偉雄以及250餘名業界人
士出席活動。
智慧城市聯盟成立於2016年3
月，由香港資訊科技界專業人
士組成，旨在向特區政府提供

有關制定智慧城市政策的建
議，鼓勵與不同國家和地區合
作，促進香港創新和經濟發
展。
智慧城市發展聯盟在國家發

改委的指導下和支持下，於
2014年4月成立，旨在按照國家
相關要求，向社會傳遞智慧城
市發展導向資訊，推動智慧城
市樣板建設，引領中國城市向
智慧、綠色、低碳、方便的目
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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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泳舜（左）與楊哲安砌完心形手勢就隨即彈
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聶曉輝）山頂纜車
公司昨日宣佈，將由下月1日起調整票價，
其中成人單程及來回票價分別加5元及7元
至37元及52元，加幅為15.6%；小童及長
者單程票價由12元加至14元。同時，山頂
的凌霄閣摩天台428入場費亦一併上調，成
人由50元加至52元；小童及長者則由25元
加至26元。 同日起，持有由勞工及福利局
康復服務中央檔案室發出的「殘疾人士登記
證」者，可以特惠價搭乘山頂纜車及參觀凌
霄閣摩天台428。
山頂纜車公司指出，自2016年9月加價

以來，山頂纜車系統、路軌基礎及斜坡等預
防性維修與保養，及員工薪金等營運開支均
大幅增加，公司會一如既往，致力於繼續為
旅客提供安全、優質及超值的服務與體驗。

公司表示，全新的「香港摩天導覽」亦已
推出以提升山頂旅客體驗。
「香港摩天導覽」是一個設有6種語言的

互動語音導覽服務，配合摩天台428場內免
費無線上網及掃描指定二維碼，即可展開旅
程，讓您置身香港最高的觀景台，一邊欣賞
醉人維港景色，一邊發掘有關香港的特色建
築、豐富的生活、文化和故事與及有趣的歷
史。
為提升乘客體驗及縮短乘客輪候時間，

山頂纜車正投資新的售票系統，並為山頂纜
車系統及設施進行全面升級。
在眾多的顧問和香港政府的支持下，升

級計劃已進行了詳細的規劃、設計和各種準
備工作。升級計劃的資料及細節將在來年發
佈。

建制派候選人拜早年 各有奇招

■有機構調查19歲至37歲人士的戀愛觀發現，逾一半人更認為一年內相處時
間最適合結婚。 受訪者提供

■年廿九又適逢情人節，維園年宵有情侶放
「閃光彈」晒恩愛。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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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情人節，新民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昨日與新民黨立法會
議員容海恩到灣仔喜帖街派玫瑰花，十分受市民歡迎。她們並祝願，市
民可以度過一個愉快的情人節。葉太昨日在facebook分享活動的花
絮，指準備好的玫瑰花很快便派發完畢。她笑言，有街坊問她晚上有甚
麼節目，她坦言會與自己最愛的女兒吃晚飯。容海恩則表示自己會落區
與手足們一同「打邊爐」，獲葉太大讚勤力。她們並祝各位市民亦可以
與最愛的人，度過一個愉快的情人節。 fb截圖

昨日是情人節，
就連立法會補選候
選人都暫時放下

「政事」，與大家談情。九龍西補選候選
人鄭泳舜及港島區補選候選人陳家珮昨日
都在facebook上上載短片，與大家大談
「花語」，講述不同種類和數量的花有什
麼意思；新界東補選候選人鄧家彪更是齊
備，除了為情侶約會提供貼心建議，連單
身一族如何過情人節也有溫暖提示。

阿舜哲安兩男砌出心心手勢
鄭泳舜（Vincent）昨日除了在fb祝願

大家甜甜蜜蜜、珍惜眼前人外，更貼出短
片，與教育局前政治助理、自由黨楊哲安
從浪漫與現實的角度去講花的數量所代表
的意思。Vincent問楊哲安是否知道一枝
花代表什麼時，楊哲安爆笑回應「唔夠錢
買第二枝」，而Vincent則開估是「一心
一意」，而3枝則是「我愛你」，99枝就
是「無盡的愛」。他們亦為有意在情人節

求婚的男士作出提醒，指求婚應送108枝。
兩名男士都已結婚，當然亦有特別禮物送給自

己妻子。Vincent與楊哲安就一起跳網上熱爆的
「手勢舞」，簡單但溫馨地表達愛意，但兩名男
士砌完心形手勢就隨即彈開，似乎這種手勢舞還
是與老婆一起玩更好。

家珮教袁彌昌送花攻略
陳家珮（Judy）昨日亦講花語，不過講的是不

同花種的意思。短片更將新民黨的緋聞情侶擺上
枱，講述該黨政策總裁袁彌昌蜜運，想知該送什
麼花予女友，其間鏡頭更定格在立法會議員容海
恩的海報上。
Judy亦認真幫他解決疑問，指出每一種花都有

不同意義︰百合代表順利、心想事成及高貴；菊
花代表幽香暗藏、清靜和高潔，還有真情；康乃
馨代表熱情、魅力、媽媽我愛你；桔梗花代表永
恒和幸福的愛；玫瑰代表愛情，其中粉色玫瑰代
表純情初戀。
最終袁彌昌決定送玫瑰予女友，並送百合予

Judy，寓意她參選順利、心想事成及旗開得勝。
Judy表示，情人節不一定只是愛情，香港是很重
人情味的地方，自己入到立法會，會繼續以情理
兼備的態度，為香港人服務。

阿彪建議「單身狗」與友打機
鄧家彪（Bill）就更是貼心，除了自己到街市

買花，亦向網民提供不同攻略，例如對有伴侶的
網民，他就介紹了新界東不同的特色餐廳，有水
上的、也有高樓上的，讓大家在此特別日子過一
個「離地」情人節。至於大家經常用以自嘲的
「單身狗」，他亦有攻略，例如溫暖提示大家及
早回家，與朋友打機，「見證友誼的真諦。」
港島區候選人還有區諾軒、伍廸希、任亮憲；

九龍西候選人還有姚松炎、蔡東洲；新界東候選
人還有黃成智、方國珊、陳玉娥、趙佩玉、范國
威。 ■香港文匯報記者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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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范童）新春佳節
將至，不少立法會補選候選人的宣傳活
動亦沾上節日氣氛，候選人紛紛把握機
會和市民拜早年，並與市民分享迎新春
的喜悅及遠景。港島區候選人新民黨陳
家珮昨日現身維園花市，大寫揮春；新
界東候選人工聯會鄧家彪則身穿唐裝，
與藝人鄺美雲同遊沙田花市，而建築、
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候選人謝偉銓
昨日則發佈短片送上祝福。

家珮現身維園年宵親民
陳家珮昨日現身維園年宵的新民黨攤
位，與一眾行花市的市民見面。她指，
農曆新年是中國人的重要佳節，着重於
一家人和氣團圓，惟香港社會近年亦不
太和諧，「一家人同枱食飯都唔可以表
達政見。」她祝願新一年香港可以改變
現時的亂象，不用再為無謂的事情而勞
民傷財，社會一團和氣。
她笑言，自己的新年願望是能夠順
利當選，進入議會為市民做事。她指，
過去新春期間會到訪長輩的家中拜年，
但今年則較為特別，因為距離補選只餘
下不足一個月，故新年亦會到不同地
方拉票度過。她坦言，幸得家人給予
大力的支持，她的母親更答應在年初
一和她一起擺街站，齊齊爭取市民支

持。
陳家珮又分享成為「福建媳婦」3年的

喜悅，指對於福建人的新年傳統十分欣
賞，例如年初一的早上要吃長壽麵，自
己亦希望把相關習俗傳承下去，「希望
囝囝都知道家鄉喺邊。」她透露，自己
正學習說福建話，即場說了一句：「我
係陳家珮！」她又指，自己與丈夫特意
拍攝了一段福建話的賀年短片，傳給親
戚朋友拜年。

阿彪攜「美」行花市
鄧家彪昨日亦現身年宵市場，不過是

位於沙田源禾遊樂場的年宵市場。他昨
日在facebook專頁發佈身穿金色唐裝的他

與鄺美雲的合照。他指，「原來呢位沙田
居民從未去過沙田嘅年宵花市！今日，阿
彪做嚮導，帶Cally行沙田花市。」
另外，他亦分享了一段網上媒體製作的

「親戚稱呼Rap（饒舌）」，笑言：「新
年去拜年見到親戚，但因為平時唔係成日
見，有時真係會口啞啞。聽下段Rap，
或者會幫到你記得點叫啲親戚㗎！」

謝偉銓介紹古祠融合科技
謝偉銓昨日亦拍片和市民「拜個早

年」，預祝各位市民「狗年行大運，身
體健康，萬事如意」。短片並介紹每年
年初一亦吸引不少市民爭先上頭炷香的
黃大仙祠，他指黃大仙祠如此受港人歡

迎，因內裡供奉了孔子、觀音等儒佛兩
教的神祇，代表中國儒釋道三教合流貫
通的特色。
他在短片中不單講到祠內的建築，更

提到祠內的先進科技。他笑言不要以為
是古蹟，所有東西便是鐵板一塊，嗇色
園早於2009年做智慧化，研發數籤的數
碼系統，「既然一間古色古香的寺廟都
採用先進科技，融入現代社會，香港又
點會唔得呢？」
港島區候選人還有區諾軒、伍廸希、

任亮憲；新界東候選人還有黃成智、方
國珊、陳玉娥、趙佩玉、范國威；建
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候選人還
有司馬文。

■立法會補選（香港島選區）4號候選人陳家
珮女士於維園與市民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鄧家彪（左）穿金色唐装與鄺美雲合照。

商場APM在上1月進行「新世代戀愛
觀暨結婚消費」的問卷調查，成功

以問卷方式訪問305位19歲至37歲的人
士，了解他們對婚前戀愛的想法及接受
程度。結果發現，已婚的受訪者逾半在
戀愛一年內與伴侶結婚，其次為一兩年
（24%）及5年或以上（18%）。
另外，逾半受訪者認為情侶相處一年
內最適合結婚（53%），三成半受訪者則
認為相處一兩年適合結婚。認為婚前最
適合相處3年至4年的僅8%，而5年或以
上更只有4%。

52%指23歲至27歲最適婚
在適婚年齡方面，52%的受訪者認為

23歲至27歲最適合結婚，30%認為28歲
至30歲最適合，31歲至34歲的僅14%。
值得關注的是，促使年輕人結婚的原因
最大為遇上能共度一生的伴侶（34%），
其次為生兒育女（30%）及擁有穩定經濟
基礎（15%），反映新世代對於閃電結婚
都是抱持開放的態度，反而時間與了解
深淺不一定成正比，只要遇上合適伴侶
便會結婚。

調查又發現，五成半受訪者表示接受
婚前同居，當中會先同居再考慮結婚的
佔39%，而只想同居不會考慮結婚的亦
有16%。調查指，他們不考慮結婚的原
因主要因經濟問題（45%），其次20%因
關係未穩定，以及14%表示因戀愛時間
太長，不需要結婚。調查反映不少新世
代因結婚開支大、經濟壓力而較接受婚
前同居。

結婚消費轉趨審慎
再者，調查又訪問過去一年結婚或計

劃3年內結婚的準新人，了解其籌備婚禮
的開支及資金的來源。結果顯示，六成
二新人或準新人指籌備婚禮開支達10萬
至25萬元，較去年上升近29%。
相反，僅不足三成（27%）表示花費達

25萬至40萬元，較去年跌22%，反映經
濟前景不明朗，新人結婚消費轉趨審慎。
過半數受訪者表示因結婚開支而感到

壓力，當中消費項目最高為「婚宴酒
席」，佔 32%，其次依次為「蜜月旅
行」（26% ） 及 「 戒 指及首飾」
（15%）。

■謝偉銓拍片和市民拜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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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家彪（左）到街市買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