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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油尖旺區議

會早前大比數通過取消旺角行人專用區動

議。運輸署最新向區議會提交文件表示，

將於今年8月4日落實終止行人專用區，而

油尖旺區議會今天會討論「殺街」相關事

宜。運輸署文件表示，根據人流及車流的

評估結果，並考慮了區議會意見及公眾諮

詢結果，將落實有關安排。有立法會議員

表示支持政府決定，認為該區噪音混雜

「冇王管」，不利優質街頭藝術表演，希

望恢復正常讓居民「有覺好瞓」。

旺角行人專用區於2000年以試驗計劃性質成立，
近年因噪音、光污染及街道阻塞等問題屢受批

評，更有意見要求「殺街」。運輸署曾分別於2010
年、2012年及2014年多次縮短行人專用區實施時
間，由原本一周7天縮減至只限於周六下午4時至晚
上10時，以及周日及公眾假期的正午12時至晚上10
時。

縮減時間難止滋擾問題
不過，鑑於近年針對行人專用區街頭表演噪音滋擾
等的投訴不斷，油尖旺區議會最終在本年5月24日以
15票贊成、1票反對大比數通過動議，要求政府取消
行人專用區，運輸署在多次追問下承諾會「殺街」。
事隔一個多月，運輸署昨日終於向油尖旺區議會提
交文件，敲定在8月4日落實終止行人專用區。運輸
署指出，本年5月及6月西洋菜南街於周末繁忙時段

的行人高峰流量，每小時約為10,700至 14,800人
次，較2014年下降約19%至24%。車流方面，5月平
日晚上繁忙時段駛經西洋菜南街的車輛，平均每小時
只有約85架次至104架次。
署方表示，根據上述統計數字，現時西洋菜南街兩

旁的行人路，大致上有足夠空間容許人流合理流動，
道路亦有充足容量，認為將西洋菜南街、奶路臣街及
豉油街的有關路段回復全時間行車是可行，政府部門
經討論後亦不反對做法。
運輸署並透過民政事務處進行地區諮詢，發信予有

關街道大廈法團、業委會、管理處或個別住戶、商
戶、油尖旺區議會當區議員及油尖旺北分區委員會主
席等，直至前日共收到154份回覆，當中約97％支持
終止行人專用區，油尖旺北分區委員會在6月的會議
上，亦一致支持「殺街」建議。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歡迎運輸署決定，認為行

人專用區試行18年來一直缺乏有效規管，不少人佔
據該區造成龐大噪音，形容情況「冇王管」，不利於
優質的街頭藝術表演，希望日後該區可以恢復正常，
讓居民「有覺好瞓」。

下月4日殺菜街 街坊「有覺好瞓」
97%市民挺建議 梁美芬歡迎運署落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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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競節「半價」吸客 料8萬人入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每年致命職

業意外數字高企，但違反職安健法例案件的
量刑偏低。政府建議提高職安健法例罰則，
若涉及極高罪責或嚴重疏忽導致嚴重後果的
個案，罰款需與被定罪公司營業額掛鈎，刑
期亦會調高，以增加阻嚇性。
勞工及福利局及勞工處向立法會提交文件

指，現時職安健條例及工廠工業經營條例判
刑罰款偏低，過去只有三宗個案獲法庭判監
緩刑，並沒有任何罪成者被判即時入獄。
文件並指，以去年為例，涉及違反職安健

法例的每張傳票，平均罰款約為10,500元，
而涉及建造業違規的每張傳票，平均罰款則
約為10,000元，建造業致命工業意外每張傳
票的平均罰款亦只有約21, 000元。而香港的
最高罰款額亦明顯偏低，先進國家或地區如
美國、新加坡、澳洲等，最高罰款大部分遠
高於香港。

罰款與公司營業額掛鈎
勞工處建議，適當地提高職安健法例的最

高罰款水平和監禁刑期，並將涉及極高罪責
或嚴重疏忽導致嚴重後果的個案，罰款與被
定罪公司營業額掛鈎，監禁刑期亦應調高，
以反映個案的嚴重性。
勞工處並建議修改職安健法例，讓處方可視

乎個案的嚴重程度，選擇以可公訴罪行（in-
dictable offence）提出檢控，可以於可判處較
高的刑罰的區域法院或高等法院原訟庭審訊。
文件續指，現行的職安健罪行均屬簡易程

序罪行，檢控時限只有6個月。處方建議將
發出傳票的時限由6個月延長至1年，讓勞
工處能有更充足時間，針對一些非常嚴重的
個案，展開更深入調查。立法會人力事務委
員會下周二將討論有關建議。

21萬換「搖搖馬」民記批嘥公帑

機場快線20載將推20元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機場快線通車

20周年，至今共接載逾2.26億名乘客。港鐵表
示，過去一年客量穩定增長，隨着港珠澳大橋等
大型基建落成，相信對來往內地旅客數目有正面
影響。港鐵將舉辦一系列推廣活動，包括以20元
出售機場快線車票一張，將有6,000名乘客受
惠。
港鐵車務營運總管鄭群興表示，機場快線通車

20年，致力為乘客提供安全、可靠和舒適的往返
機場鐵路服務外，還有免費市區預辦登機、機場
快線穿梭巴士、列車無線寬頻和充電設備，未來
將會繼續提升服務。

港鐵商務總監楊美珍指出，機場快線過去一年
客量穩定增長，隨著很多新基建如港珠澳大橋等
落成，會對來往內地的旅客數目有正面影響。

9月至10月推八折票
她又透露，稍後將舉辦一系列推廣活動，包括

由本月24日起，一連三個星期二下午2時，港鐵
「友禮會」會員可透過港鐵手機應用程式領取優
惠碼，再以20元購買機場快線單程車票一張，每
次名額2,000個；於本年9月至10月，乘客在應
用程式和網站購買機場快線車票，可享八折優
惠。

■楊美珍（後排左三）及鄭群興（後排右三）介紹一系列機場
快線20周年推廣優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房屋署去年斥21萬元在
青衣海濱長廊更換13隻「搖搖馬」。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鄭泳舜批評，本港設施單調乏味兼浪費公帑，要求政
府改善新建遊樂場的設計。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表
示，康文署在策劃兒童遊樂場和翻新兒童遊樂場設施
時，會參考海外兒童遊樂場的範例、引入社區參與元
素，務求採用更多富創意、挑戰性及共融的遊樂設施，
以回應兒童需求。
鄭泳舜昨日在立法會提質詢，指政府在青衣海濱長廊
更換的13隻「搖搖馬」單調乏味，花費21萬元有浪費
公帑之嫌。他指出，政府於今年5月成立的兒童事務委
員會，工作包括是檢討全港兒童遊樂場的設計，關注政
府會否全面檢討和改善現有及新建遊樂場的設計和遊樂
設施，並要求交代實施時間表。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回應，現時康文署轄下共有

640個康樂場地設有戶外兒童遊樂設施，署方在規劃遊
樂設施時會採用「通用遊樂」概念，以期提供共融、富
趣味性和創意的遊樂設施，顧及不同年齡、能力的兒童
及家長的需要。

屯門公園將融新設計
他指出，署方一直與關注團體保持聯絡，並就遊樂場

設計及設施諮詢相關團體及區議會意見，以持續改善兒
童遊樂場設施。康文署以「共融遊樂環境概念設計比
賽」的優勝作品作為藍本，在屯門公園以先導計劃形
式，建設一個全新概念的共融遊樂場，並將「水」和
「沙」兩項自然的元素納入設計，預計於今年第三季開
放供市民使用。
他又說，房委會和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會不時收集

居民及持份者的意見和需求，以持續改善兒童遊樂及其
他屋邨設施，並在可行情況下在合適位置更新或優化各
類遊樂設施。
他強調，康文署在策劃大型公園工程內的兒童遊樂場

和翻新主要公園的兒童遊樂場設施時，會參考海外兒童
遊樂場的範例、引入社區參與元素，以及與工程部門緊
密合作，務求採用更多富創意、挑戰性及共融的遊樂設
施，以回應兒童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香港旅遊
發展局將於下月24日至26日在灣仔會展舉
辦「工銀亞洲香港電競音樂節」，共有3場
獎金逾300萬港元的國際頂級電競比賽舉
行，有賽事獎金更創下本港電競史上新高。
為吸引更多年輕人入場，今年票價比去年下
調近半，票價最高只需250元。旅發局預
計，連同電競賽場外體驗專區，今年參與活
動人次將達8萬人，比去年的6萬上升三份
之一，其中外地旅客約佔總人次10%。
今年是旅發局第二度舉辦電競音樂節，旅
發局主席林建岳昨日在啟動儀式上指出，去
年旅發局首辦電競音樂節，為香港帶來逾1.5
億元宣傳效益，並吸引逾740萬人次於網上
觀看電競賽事直播，強化香港「亞洲盛事之
都」形象，故今年再度舉辦。
他續說，今年活動規模更盛大，內容更豐
富，期望吸引更多年青旅客來港，感受香港充
滿動感和活力的一面。旅發局會將重點放在內
地和短途市場，包括日本、南韓、台灣及東南
亞等，推介電競音樂節及本地其他夏日活動。

上演3場頂級電競賽
今年活動將有3場國際頂級電競比賽上
演，逾110位來自世界各地好手參與。除再
度舉行的「英雄聯盟王者回歸世界邀請賽
2018」，更有兩項全新賽事「ZOTAC
CUP MASTERS《CS:GO》盃賽全球總決
賽2018」及「香港《絕地求生》世界邀請
賽」(即食雞遊戲) 舉行。兩項新賽事獎金分
別高逾200萬元及100萬元，前者獎金更創
下香港電競史上新高。

當中「香港《絕地求生》世界邀請賽」更
會舉行香港區選拔賽，兩支出線隊伍除可分
別獲得12萬元及8萬元獎金，更可代表香港
參加邀請賽。詳情可瀏覽網址www.icbcasia.
com/icbc/teamuptc/。

票價最高250元
今年電競音樂節由去年的紅館移師會展舉

行，門票將於下周一起公開發售，價格由去
年的480元至80元不等，下調至250元至50
元不等，最貴門票價格下調近一半。體驗專
區入場費則為10元。
旅發局節目及旅遊產品拓展總經理洪忠興

解釋，此舉希望吸引更多年輕人參與，又指
活動總經費約4,000萬元，來源包括政府資
助、贊助商等，門劵收入所佔比例不高，故
不會對財務構成影響。

觀看網絡直播料逾千二萬人
他又指，每日賽事將提供5,200張門票，

相信可滿足需求。由於活動與香港電腦通訊
節同期舉行，產生協同效應，估計連同體驗
專區，參與整個活動人次將達8萬人，比去
年多2萬，其中外地旅客約佔總人次10%。
從網絡直播平台觀看3日賽事人次估計逾
1,200萬人。
去年活動同時設有音樂會，今年卻取消，

洪忠興重申，由於製作公司提出的表演者陣
容，未符合須是國際級、過去3年有世界巡
迴演出經驗，及吸引力需達到水平等要求，
故決定取消原本在紅館舉行的音樂會部分，
但會在電競比賽加入更多音樂元素。

賽事簡介
●英雄聯盟王者回歸世界邀請賽2018
○全球最受歡迎電腦遊戲
○每月玩家逾1億人
○由東方隊及西方隊對壘，成員包括前世界冠軍得主及多位殿堂級人馬
○總獎金10萬港元

●香港《絕地求生》世界邀請賽

○俗稱「食雞」遊戲
○去年至今全球總銷售量達3,000萬套
○14隊國際及2隊香港隊伍參加
○總獎金15萬美元 (逾100萬港元)，本港賽事中歷來最高

●ZOTAC CUP MASTERS《CS:GO》盃賽──全球總決賽2018

○全球最受歡迎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全球總銷售量達2,500萬套
○8隊來自亞洲、歐洲、美洲及中國隊伍參賽
○總獎金30萬美元 (逾200萬港元)，創香港電競史上新高

資料來源：旅發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各場賽事票價
日期

8月24日

8月25日

8月26日

8月24日
至

8月26日

*持電競賽事門票人士可於同日免費進入體驗專區及於會展展覽廳1舉行
的香港電腦通訊節

*持香港電腦通訊節門票人士可於同日免費進入體驗專區

資料來源：旅發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內容

英雄聯盟王者回歸世界邀請賽2018

ZOTAC CUP MASTERS《CS:GO》盃賽
─全球總決賽2018 (準決賽)及「香港
《絕地求生》世界邀請賽」(第一至四回合)

ZOTAC CUP MASTERS《CS:GO》盃賽
─全球總決賽2018 (總決賽)及「香港
《絕地求生》世界邀請賽」(第五至八回合)

體驗專區

地點

會展展
覽廳3

會展展
覽廳3

會展展
覽廳3

會展展
覽廳3

票價(每日)

250元/
120元/
50元

250元/
120元/
50元

250元/
120元/
50元

10元

■去年首辦的香港電競音樂節甚受歡迎。

■旅發局主席林建岳出席啟動儀式時指，去年首辦電競音樂節，為香港
帶來逾1.5億元宣傳效益。

■■運輸署敲定在運輸署敲定在88月月44日落實旺日落實旺
角終止行人專用區角終止行人專用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