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環海濱迎優化 摩天輪去留待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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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摩天輪自去年12月

重開至今，已錄得逾50萬
人次乘搭。發展局局長黃

偉綸透露，政府會認真探討是否將摩天輪保留或
搬去其他用地。他又指，政府正夥拍海濱事務委
員會推動落實優化海濱項目，包括摩天輪位處的
中環新海濱，並會進一步在其他海濱用地推展多
個優化項目。
黃偉綸昨日發表網誌指出，上星期邀請保良局

一間幼稚園的學童和家長乘搭摩天輪，當天不少
大小朋友均是第一次乘搭。隨着車廂攀升，小朋
友愈來愈興奮，原來他們也知道不少聳立維港兩

岸的標誌性建築。

黃偉綸：面積與維園相若
他指出，為讓市民和遊客更近距離欣賞維港景

色和享用海港兩岸空間，優化海濱的工作十分重
要。目前，政府夥拍海濱事務委員會，推動落實
各個優化海濱項目。其中一項重點工作，就是優
化摩天輪位處的中環新海濱。
惟他表示，由於一些用地仍需進行中環灣仔繞

道和沙中線工程，故優化工作需逐步推展。未
來，整個中環新海濱總體面積將有約20公頃，
與維園相若。
他又指，政府已預留資源，進一步在其他海濱

用地推展多個優化項目，完成後會為海濱增加近
50公頃休憩用地，並把維港兩岸可連接的海濱長
廊延長約3,400米。
他並提到，早前相約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蒲祿

祺暢談對海濱用地發展的願景。蒲祿祺分享說，
最難忘是看到市民在海濱參與各式各樣活動，過
程中感受到海濱與整個社區聯繫起來，認為未來
優化海濱工作應更以人為本，優先考慮如何讓市
民更好享用海濱。
他又引述蒲祿祺說，每次有親朋好友來港，都

會帶他們乘坐摩天輪，從不同角度體驗香港，欣
賞維港美景。雖然現時的摩天輪並非永久設施，
但市民十分喜歡它，故可考慮是否應該保留下
來，或搬去其他用地。黃偉綸表明，政府於未來
一段時間會就此認真探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聶曉輝）受到反對派拉布拖累，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在審批撥款申請出現「大塞車」。特首林鄭月娥提出擬調動

議程，日前與立法會各黨派進行商議後，提出13項財委會急須通過的優

先審議清單，包括上屆遺留下來的私營骨灰安置所上訴委員會酬金方

案、2018/19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等，另外還有20項人事編制委員會的

申請，及66項工務小組委員會的項目。財委會主席陳健波今日會與各黨

派會面，商討審議次序。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均期望反對派不要再

「為問而問」，盡快通過有迫切性的項目。

政府議程「調位」民生先傾
含多所醫院重建計劃 建制派促反對派勿「為問而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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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族裔是近年香
港勞動巿場冒起的一
群生力軍。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羅致光指出，未來「一帶一路」
會為國家和香港帶來無限商機，若僱主能
善用少數族裔在文化及血緣的優勢，將能
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羅致光昨日發表網誌形容，立法會早

前「異常」地正常進行會議，終於進行了
8個月以來首次的議員議案辯論，其中一
項就是有關勞工政策。他希望在網誌與大
家探討近年勞動巿場冒起的一群生力軍，
就是多年來為香港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少
數族裔。
他指出，2016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口

（在撇除外傭後）達25.47萬人，佔全港
人口3.8%。當中以南亞裔為最大族群，
共有7.8萬人，佔少數族裔人口30%，其
次是混血兒（5.85萬人，23%）和白人
（5.59萬人，21.9%）。

羅致光：勞動人口參與率高
當中，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爾男性

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分別為82%、71%和
87%，均高於全港男性的平均數字
（70%）。由此可見，雖然他們被稱為少
數，卻是香港不可或缺的勞動人口之一。
惟他指出，礙於語言、文化、教育及

種族的差異，要他們全面融入社會，繼而
向上流動，不少人會遇到困難。而香港少
數族裔在語文方面的適應，相比起其他國
家如美、加、澳洲，難度肯定更高。
為幫助他們盡快融入社會、發展個人

事業，羅致光指出，勞福局已透過多項協
助就業措施，如勞工處設有專門櫃台，為
他們提供工作轉介、求職資訊及傳譯服務
等，又會定期舉辦就業講座，協助他們更
深入了解本地勞工市場及改善求職技巧
等。
他並提到，未來「一帶一路」將為國

家和香港帶來無限商機，少數族裔是香港
重要的人力資產。僱主若能善用他們在文
化及血緣的優勢，就更能提升香港的競爭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善用少族優勢
提升港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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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文化藝術
除可豐富市民精神生活，也可發展多元產
業。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出，政府下年度
在文化藝術發展的預計總開支達47億元，
比去年增加10%。他又透露，香港故宮文
化博物館的籌備工作進展良好，地基及打
樁工程即將展開，主上蓋工程於明年中動
工，預計博物館於2022年啟用。
前晚出席第四十六屆香港藝術節閉幕典
禮的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指出，政府一直
非常支持香港藝術節，在未來5年會向香
港藝術節協會增撥4,000萬元，以支持藝術
節委約本地藝團和藝術家創作和演出。

增各規模藝團資源
他表示，政府會增加不同規模藝團的資
源，包括由下年度起，每年增撥5,500萬元
支援9個主要演藝團體、香港藝術發展局
資助的中小型藝團，以及增加康文署場地
夥伴計劃下中小藝團的資源，並向藝術發
展配對資助試驗計劃增撥5億元，同時研
究放寬配對條件。政府亦會向粵劇發展基
金注資7,000萬元。
在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文化合作

方面，張建宗指出，民政事
務局於去年11月舉辦第十屆
「亞洲文化合作論壇」，邀
請10個亞洲國家的文化部長
和高層官員來港，就如何深
化文化合作和推廣文化藝術
發展交流意見和分享經驗。
至於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合

作，張建宗表示，三地曾舉
辦「粵港澳粵劇群星會/新
星匯」等節目，更各自派出
藝術團體一起參與去年於巴
林舉行的「中阿絲綢之路文
化之旅」，共同推動粵港澳
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
文化交流合作。
他並提到，在下年度起，

政府將逐步增加經常撥款至
5,000萬元，支持香港藝團和藝術家到其他
地方表演和舉辦展覽，以及在未來5年撥
出1.4億元，支援本地藝團和藝術家在粵港
澳大灣區作文化交流。

地基打樁即將展開

此外，西九文化區發展項目是政府支持
香港文化藝術長遠發展的重大投資。張建
宗透露，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籌備工作
進展良好，地基工程合約已於今年初批
出，地基及打樁工程即將展開。待地基工
程完成後，主上蓋工程預期於明年中動

工。博物館計劃於2022年啟用。
他強調，除政府大力投資，社會各界給

予全力支持及多方參與才是最重要。政府
會積極營造有利文化藝術多元發展的環
境，提升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文化藝術大
都會的地位。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網誌圖片

■張建宗前晚出席第46屆
香港藝術節閉幕典禮。

網誌圖片

港故宮館主上蓋明年中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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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以「先易
後難」的原則，

向財委會提供最新的審
議清單。13項優先項
目大多傾向於民生事
務，包括有向持續進修
基金注資100億元、支
付2019年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費用、2018/19
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等
（見表）。
工務小組委員會方
面，當局提出優先處理
的基本工程項目，亦以
民生為主，包括聖母醫
院、葛量洪醫院、瑪麗
醫院及廣華醫院的重建
計劃，啟德發展區興建
新急症醫院，落馬洲河套區、港珠澳大橋
相關撥款，及機場三跑系統等。

陳健波促勿討論拖太長
由於特區政府提出的優先清單，只列出有
關項目，並無排先後次序，故陳健波今天會
與反對派陣營內的4大板塊代表會面，商討
議程的排序。並促請反對派能夠有效率地處

理工務工程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審議的項
目，不要把討論拖得太長，也期望他們不要
再於財委會上重新討論。

李慧琼：議員應善用時間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昨日出

席活動時表示，現時財委會已積壓了大量
議程未知何時能上馬，每一個項目也有其

迫切性，認為不應再「為問而問」，應善
用時間去處理及表決。
她續說，凡有涉及與內地融合的項
目，如港珠澳大橋及蓮塘口岸等，反對
派議員都會反對，能否在今個年度通過
存在一定隱憂，「這些都是讓兩地交流
更方便及減低交通時間的項目，希望能
盡快通過。」

葉太盼早日通過迫切項目

新民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於同
一個場合上表示，林鄭月娥已和建制派及
反對派議員討論，希望可先審批與民生有
關，例如醫院及學校重建的項目，「這是
大家都贊成的，希望在不斷加會的情況下
能早日通過最迫切性的項目。」

■林兆強醫生指子宮內膜異位可致不育。

政府提請優先審議項目
1. 私營骨灰安置所上訴委員會酬金方案

2. 宿舍發展基金

3. 入境事務處新一代簡易處理系統

4. 數碼個人身份及敏捷開發政府服務的數碼轉型

5. 向持續進修基金注資100億元

6. 向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BUD專項基金」）
注資15億元及向「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及發展支援基金」注資10億元；並推
行相關優化措施

7.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710電腦化計劃──加強衛生署服務和組織轉型

8. (a)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100億元

(b)向科技園公司提供財政支援及建設科技創新平台

(c)向數碼港的培育計劃提供2億元財政支援，並為來自海外/內地的初創企
業和租戶推出新的財政支援計劃

9. 推行7.74億元資助計劃以擴展光纖網絡至偏遠地區的鄉村

10. 建設創新與科技基金

11. 向數碼港注資1億元推動香港電子競技的發展

12. 2018/19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

13. 支付2019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費用

資料來源︰有關文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
經痛困擾日常生活，長期啞忍，
後果可大可小。「香港基層醫護
女性健康聯盟召集人」、 婦產
科專科醫生林兆強表示，城大最
新調查發現，逾半受訪女性認為
經痛是正常，會自行處理經痛問
題，啞忍了事。有七成女性不曾
因月經狀況而求診，約五成女性
不知道有月經的女性便有機會患
上子宮內膜異位，甚至產生「朱
古力瘤」而引發經痛。林兆強提
醒港女，子宮內膜異位可致不
育，因此經常經痛的婦女，謹記
要去醫院檢查。
城大早前訪問358名年齡22

歲至35歲的女性。

一成港女患子宮內膜異位
林兆強日前接受傳媒訪問時

表示，本港約有30萬名受子宮
內膜異位困擾的女性，大約每
10名港女就有1人患有子宮內
膜異位。據城大的最新調查反
映，港女容易忽略經痛隱因，
可能會令子宮內膜異位病情發
展，或引致不育或子宮切除等
嚴重後果。他建議女性不應忽
略經痛，每月需留意經痛的症
狀，定期進行包括盆腔超聲波
的全面婦科檢查，及早診斷及
治療子宮內膜異位，減低手術
及不育的風險。
林兆強說，據一個健康網站舉

辦的「1分鐘測經痛」子宮內膜異位自我
測試，在去年3月至12月約有18,800人接
受測試，結果顯示64.4%受訪者有可能患
上子宮內膜異位，其中61%是20歲至29
歲的女士， 顯示港女需要關注子宮內膜
異位婦科病的迫切性。
林兆強舉例，他有名26歲女性患者，已

婚但沒有小朋友，有經痛症狀多年，患者一
直自行服食止痛藥。林醫生透過盆腔超聲波
檢查時，發現患者有子宮內膜異位，懷疑是
不能受孕的原因。經手術切除3cm 的朱古
力瘤後，經痛情況得以改善。

■李慧琼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葉劉淑儀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黃偉綸向學童介紹維港對岸的建築物。
網誌圖片

■黃偉綸、發展局副局長廖振新及政治助理馮英倫與一間幼稚園的學童和家
長，在摩天輪前合照。 網誌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