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家促灣區生產要素自由流通

港燈社聯訓練「老友記」推節能

「健康快車」北上 惠9600白內障患者

大橋分步施工 圖則先批先動工
路署：縮短施工期便引新技術 不存在未獲批就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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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
一期居屋前日截止申請，大批市民
趕「尾班車」到樂富房委會客戶服
務中心遞交申請表，將申請數字和
超額倍數進一步推高。房委會昨日
表示，截至前晚7時，共收到16.6
萬份居屋申請，超額認購最少達到
36倍；「白居二」則收到3.9萬份
申請，超額14.6倍。房委會資助房
屋小組主席黃遠輝表示，可考慮提
高居屋折扣率，減輕購買居屋者的
負擔。

最後兩小時收表逾兩萬
房委會早前公佈，截至11日下
午5時，樂富的房委會客務中心收
到超過14.4萬份居屋申請表及3.58
萬份「白居二」申請表。換言之，
約 2.13 萬份居屋申請及 3,200 份
「白居二」申請，是在申請期最後
兩小時才趕及遞交，佔總申請數量
約13%及8%。
今次居屋超額認購最少達 36

倍，雖然未能打破2014年復售居
屋計劃超額申請61倍的數字，但
房委會總共收到的16.6萬份申請
表，已刷新該年累收13.5萬份申請
表的紀錄。
房委會指出，由於大部分綠表申
請須經屋邨辦事處核實資格，然後
才送交居屋銷售小組作登記，加上
在截止前經郵遞送交的申請表仍未

完全送到樂富的居屋銷售小組，故上述數字仍
未反映最終的申請數目。今期居屋預計將於今
年6月攪珠，屆時會公佈最終的申請數字。
樓價持續上升，多個關注團體均要求居屋售

價與市價脫鈎，改以申請家庭入息或者建築成
本定價，而特首林鄭月娥前日亦承諾檢視居屋
定價的安排。

黃遠輝倡考慮提高折扣率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在接受傳媒

專訪時表示，現行定價機制已有考慮申請人負
擔能力，認為脫鈎的建議未必可行，但可考慮
提高居屋折扣率，減輕購買居屋者的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推動減廢，有
機構於昨日推行「4.26無紙巾日」，逾360間食
肆、便利店及商業機構等參與，承諾於本月26
日在旗下分店、辦公室及院校內不主動派發，或
主動暫停使用紙巾、餐紙及濕紙巾等，以鼓勵市
民建立少用紙巾的習慣，減輕堆填區壓力。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聯同手帕集作合作舉行

「4.26無紙巾日」活動，中心指香港人每天使用
抹手紙廢物量逾720公噸，即等於45架雙層巴士
重量，形容使用量驚人。
中心表示，若每名港人均能每天減用一張紙

巾，即能減少740萬張紙巾，一天能減少約15公
噸紙巾廢物，每天減少砍伐約250棵樹。

盼港人改用代替品
中心並指，製造紙巾的過程中，需要使用大量

食水之餘，亦會添加許多化學藥劑進行軟化及漂
白，其間或會排出污染物，影響海洋生態，希望
透過 「無紙巾日」讓港人在使用紙巾前意識到
改用其他代替品。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總幹事郭烈東及手帕集作

創辦人彭小燕呼籲港人以毛巾、手帕或舊衣服剪
下來的布片作為代替品，減少紙巾用量，並為未
來可持續資源一同努力。
主辦單位指出，減少用紙有助可持續資源，實

際生活環境亦會有所改善，呼籲仍未加入行動的
食肆、商業機構及院校等響應支持「無紙巾
日」，領頭帶動實踐減用紙巾的習慣。

「4.26無紙巾日」
逾360店舖參與

■有機構昨日推行「4.26 無紙巾日」，逾360
間食肆、便利店及商業機構等參與。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燈與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合辦的
「香港第三齡學苑」（U3A）今年推
出「智惜用電樂齡大使」訓練計劃，
首批29名退休人士日前完成訓練，日
後將透過各自的網絡在社區宣揚環保
和節能訊息。
U3A昨日舉行2017-18年度結業禮，
表揚逾300名完成不同課程的退休人
士，包括首批29名「智惜用電樂齡大
使」。港燈董事總經理尹志田表示，
「智惜用電樂齡大使」訓練計劃將開放
予全體U3A學員。
「智惜用電樂齡大使」要參與一系

列講座和實地考察，深入了解有關全球

氣候變化、智能環保生活、家居節能等
新趨勢，以便日後在社區協助推廣節
能。
尹志田表示，社會大眾對環保及氣候

變化的關注日益增加，期望能與第三齡
人士分享環保和節能的最新知識，鼓勵
他們將環保訊息宣揚開去，攜手構建一
個更綠色的社區，為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出一分力。
出席同一場合的安老事務委員會

主席林正財表示，期望參加的學員
能擔當好「智惜用電樂齡大使」的
角色，身體力行，在社區各個層面
協助推動節約能源及提升能源效
益，以惠及環境與社群。■「智惜用電樂齡大使」與主禮嘉賓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北京報道）
「中華健康快車2018光明行發車儀式暨全
年活動發佈會」昨日於北京舉行，2018年
四列健康快車火車醫院將分赴內地8個省市
自治區的9個地區開展精準醫療扶貧，惠及
9,600名貧困白內障患者。其中，第一列車
「香港光明號」本月啟程，先後停靠廣東湛
江和江西井岡山，助當地患者重見光明。
健康快車創會主席方黃吉雯表示，健康快
車希望得到大家幫助，做更多有利於民生、
有利於社會的工作。

將赴8省市自治區9個地區
據悉，今年四列健康快車火車醫院將分別

奔赴廣東湛江、黑龍江牡丹江、山西晉城、
河南商丘、江西井岡山、四川巴中、吉林白
城、新疆伊犁和廣東肇慶共8個省市自治區
的9個地區。
健康快車上的醫生分別來自北京大學人

民醫院、北京同仁醫院、中國中醫科學院
眼科醫院、北京朝陽醫院、河北省眼科醫
院、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深圳市眼科
醫院。

除了提供免費白內障手術，今年健康快
車還將計劃在吉林白山、山西臨汾、新疆
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新疆喀什地
區，成立4家健康快車眼科中心。
健康快車糖網篩查項目將繼續推進篩

查範圍和人數，並計劃於今年聯合北京
市美疆助學基金會在新疆喀什和克州開
展面向一萬名糖尿病患者的糖網篩查工
作，並對篩查出的需要治療的重症患
者，集中開展眼底激光治療，使他們避
免失明危險。
健康快車是港人專為救治內地貧困白內

障患者而發起的一個慈善項目。自1997年
至今，它由最初的一列火車醫院增加至4
列，把完全免費的手術治療沿着鐵路線送到

偏遠鄉村。
在20年不懈的工作中，健康快車火車醫

院已累計為逾19.2萬名貧困白內障患者實施
復明手術；建成75所「健康快車眼科中

心」，培訓內地基層眼科醫生逾兩萬人次；
建成40所糖網中心，累計篩查糖尿病患者
近7.6萬人，挽救其中瀕臨失明的逾2,400名
糖網病患者。

■中華健康
快車 2018 光
明行北京發
車。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江鑫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名流匯聚
的全球化智庫（CCG）昨日與「一國兩
制」研究中心一同舉行座談會，探討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香港特區、廣東省
與中央政府在國際金融、專業服務、創
新科技等領域中，政府、產業界及社會
公眾的協調及公共政策。國務院參事、
CCG理事長王輝耀，研究中心總裁張志
剛，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CCG名譽
副主席霍震宇等出席會議，與會者均認
為對香港而言，促使人員、物資、資
金、信息等生產要素自由流通是最大挑
戰，他們並在各自擅長的領域發表真知
灼見。

王輝耀：實施發展戰略規劃

王輝耀指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上月5
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中的工作
報告提到，今年將出台實施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戰略規劃，全面推進內地同香
港、澳門互利合作並深化內地與港澳地
區交流合作。
王輝耀表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中與

香港相關之處，主要是鞏固和提升貿
易、航運、國際金融等大中心地位，強
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
資產管理中心功能，推動專業服務和創
新及科技事業發展，建設亞太區國際法
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他指出，香港因應國家的戰略規劃，

本身的優勢和區域的發展大勢，應在大

灣區發展中擔當獨特的角色，「我們希
望匯集香港各界力量以提供政府在政策
佈局及規劃上作為參考並探討香港作為
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與亞洲都會，在大
灣區中扮演獨特的角色。」

方舟：粵港澳須設協調機制
方舟指出，大灣區有優秀的硬件設

施，港珠澳大橋、高鐵、高口岸等建成
了香港與大灣區緊密聯繫的「一小時生
活圈」，「大灣區11城是連成一體的整
體區域，但由於當中存在不同的制度，
對人員、物資、資金、訊息的自由流通
構成障礙。」
他指粵、港、澳三地政府有必要創立
協調機制，這既有利於大灣區的成功建
設，亦有助解決港澳發展中累積的內部
問題。

張志剛：應先做到人員流通
張志剛指出，「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於十多年前便首倡香港與周邊城市區域
整合，可說是最早提出類似大灣區的發
展藍圖。
他認為要促進大灣區生產要素自由流

通，首先應做到人員流通，「要一下子
做到大灣區人員自由流通不可能，因此
建議先將靠近河套的3公里深圳土地，與
面積一公里的河套劃在一起形成一個科
技新區，實現人員自由流通，或先實現

科技人才自由流通。」
他續說，「中英街」不足1公里的深港

交界區一直人員自由流通，提供了河套
科技新區人員自由流通的可行模式。
他同時建議取消港澳人員在內地工作

不得超過183天，否則要繳納內地所得稅
的規定；並應容許港澳車輛可經港珠澳
大橋自由往返廣東地區，更指已獲廣東
省政府積極回應，有望成為人員自由流
通的重要一步。
王輝耀贊同大灣區建設應由試點到推

廣，逐步實現人員自由流通，建議兩地
政府可仿照珠海橫琴，形成澳門的一個
境外飛地。

霍震宇：人才是第一要素
霍震宇表示，南沙自貿區佔地800平方

公里，可成為大灣區粵港合作的試點地
區，建立未來新型社會結構的實驗城，
「人才是大灣區建設第一要素，大灣區
建設必須開放人員自由流通。」
出席會議的還包括黑石集團大中華區

主席張利平， 摩根大通董事總經理、中
國首席執行官黃國濱，香港威格斯資產
評估顧問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張宏業，香
港鐵路有限公司首席顧問（中國業務）
易珉等。他們認為香港有成為大灣區科
技、金融、交通中心的優勢，如何與大
灣區其他地區整合、加強合作互補，是
香港未來機遇所在。

■全球化智庫與「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舉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與香港國際都
市」定位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路政署署長鍾錦華早前表示，港珠澳
大橋於2014年獲核准施工圖建造防

波堤，但有傳媒翻查後發現港珠澳大橋管
理局網頁顯示早在2013年8月便已安裝扭
工字塊，被質疑圖則未獲批已施工。
鍾錦華昨出席北區區議會會議時澄
清，港珠澳大橋採用的設計與建造合
約，先由承建商提出設計，再一步步審
批圖則，較早獲批施工圖的地方會較早
動工，可縮短施工期及便利承建商引入
專門技術。
他指出，傳媒現時關注的隧道和人工
島結合的位置，的確是2014年獲批施工
圖，而大橋管理局網頁所指第一次放置
扭工字塊是在2013年，但該位置的扭工
字塊並非有關隧道和人工島結合位置，
因此兩者之間沒有矛盾，亦不存在未獲
批施工圖就施工的情況。

他認同引起了公眾的誤會，並指明白
市民及傳媒非常關注港珠澳大橋，日後
會繼續與大橋管理局保持聯繫，如果有
公眾想知道的事情，會盡快解釋清楚。
立法會議員范國威、被取消議員資格

的姚松炎等反對派昨日中午舉行記者會
講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問題，會上有土
木及結構工程師指人工島潮漲時水位高
於島頭的扭工字塊，質疑現時扭工字塊
的擺放方法未能起到防波浪的作用。
對於外界一些疑慮，鍾錦華昨日在區

議會上指，設計時已考慮防波效能，在
該位置設有混凝土擋波牆，以防人工島
被沖散。

抵擋海浪能力 視乎整體設計
對於有專家質疑人工島使用的扭工字塊

太輕，他指抵擋海浪的能力是視乎整體防

波設計，不應單看扭工字塊重量，強調人
工島防波設計經過物理模型測試，設計具
科學性，認為現時的設計合適。
另有報道指，香港、澳門與廣東省政

府 2010 年曾簽協議，由「三地聯合工作
委員會」負責港珠澳大橋的重大決策和
監督，並在有爭議時協商，若未能解決
則各自匯報政府，由三地政府「進行友
好協商」，如果仍沒有共識便要提交中
央的港珠澳大橋專責小組作決定。協議
並明文規定，三地政府之間不得在任何

區域啟動任何訴訟程序。

運房局：有分歧仍可追補償
運輸及房屋局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

「三地政府之間不能訴訟」的條款，指協
議中「友好協商原則」，是本着共同協
商、互利互贏精神處理各項事務，通過協
調、討論以達至共識，如果在大橋主橋項
目建設過程中，大橋管理局和承建商之間
存在任何分歧或爭議，仍可透過施工合同
條款和內地相關法律法規追討補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珠澳大橋人工島防波堤事件引起公

眾關注，昨日再有報道指防波堤圖則未獲批便偷步安裝扭工字塊。路

政署署長鍾錦華解釋，港珠澳大橋採用的合約會一步步審批圖則，較

早獲批施工圖的地方會較早動工，強調不存在未獲批施工圖便施工的

情況。他強調，人工島防波設計經過物理模型測試，設計具科學性，

已考慮防波效能。

■■鍾錦華強調鍾錦華強調，，人工島人工島
防波設計經過物理模型防波設計經過物理模型
測試測試，，設計具科學性設計具科學性，，
已考慮防波效能已考慮防波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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