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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多寶初五攪珠 頭獎或達一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港人愛
發橫財夢。本年度六合彩新春金多寶攪珠
將於大年初五(2 月 9 日下周六）舉行，該
期攪珠將有 8,000 萬元金多
寶。馬會估計頭獎基金
有機會高達 1 億元，是
史上金額最高的新春金
多寶攪珠。

馬會資料顯示，近 5 次的新春金多寶攪
珠中，「35」號被攪出三次，次數最多，
當中包括 2015 年至 2017 年連續 3年出現，
可 稱 為 幸 運 號 碼 。 此 外 ， 「22」 號 及
「36」號曾於 1995 年及 2007 年的豬年新
春金多寶攪珠中，雙雙被攪出，市民可作
存記。去年的新春金多寶攪珠，被攪出號
碼 為 「3」 、 「5」 、 「25」 、 「42」 、

「43」、「44」及特別號碼「2」。
新春金多寶獎券於今日起在場外投注
處、電話投注（包括 1886 電話投注自動服
務系統）及互動投注服務，包括網上投注
服務「投注區」www.hkjcmarksix.com、流
動投注服務及「電訊至尊」投注 App 發
售，截止售票時間為攪珠當日晚上 9 時 15
分。

豬嘜登花車 初一巡尖咀
9 花車 13 表演隊迎新春 增互動打機可贏大獎
新春花車匯演 2019
日期：2019年2月5日（星期二，大年初一）
時間：晚上8時至9時45分
開幕典禮：於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廣場舉行
巡遊路線：花車隊伍將先後進入廣東道、海防道和彌敦道，
以香港喜來登酒店為終點
資料來源：旅發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新春花車巡遊將於年初一晚上 8
時舉行，其中不少花車加入「豬
嘜」元素，圖為旅發局花車佈置 10
隻身穿傳統唐裝的小豬。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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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下周二（5 日）便是農曆大年初一。由香港旅發局主辦的「新春國際
匯演 2019」將於初一當晚 8 時正開幕，由 9 輛花車及來自 13 個地區的國際表演隊組成的隊伍，將從尖
沙咀文化中心起步，途經廣東道、海防道和彌敦道，與香港市民及訪港旅客一同慶祝中國傳統農曆豬
年到來，預計將吸引 15 萬人沿途觀賞。9 輛花車昨日在旅發局安排下率先向傳媒亮相，當中不少加入
「豬嘜」元素設計，藉此祝賀香港未來一年「豬」事吉祥。

▲馬會花車融入
駿馬和中式如意
結元素。
香港文匯報
記者岑志剛 攝

◀迪士尼卡通人
物身着賀年裝登
上花車。
香港文匯報
記者岑志剛 攝

主辦機構介紹，今年新春國際匯演
之夜以「開年、開運、開心」為

主題，開幕典禮於尖沙咀香港文化中
心廣場舉行，巡演隊伍將先後進入廣
東道、海防道和彌敦道，以香港喜來
登 酒 店 為 終 點 ， 在 晚 上 9 時 45 分 結
束。

旅遊服務協會的花車以「匯聚 Q 優點
喜迎豬珠日日賞」為主題，協會特別為
今年的花車巡遊開發 AR 遊戲，市民只
要打開「Q 優點」手機 App，可於年初
一至年初六期間，每天玩 3 次遊戲，有
機會贏取總值超過 100 萬元的豐富獎
品。

旅局花車佈置唐裝小豬

馬會啦啦隊沿途派禮物

今年共有 9 輛花車及來自 13 個地區的
國際表演隊伍參與巡遊。適逢豬年到
來，不少花車加入「豬嘜」的設計元
素，其中旅發局的花車佈置了 10 隻身
穿傳統唐裝的小豬，在堆滿金元寶、金
幣的花車上開派對；部分小豬設有活動
機關，可做出舞龍舞獅、敲鑼打鼓的動
作。花車更可因應沿途觀眾的歡呼和喝
彩聲，改變花車上的燈光效果。
有花車加入科技元素，市民除了觀賞
花車之美，更可與花車進行互動。優質

香港賽馬會的花車以「攜手同進慶新
春」為主題，車體以金色為主，設計中
融入了駿馬和 40 個象徵吉祥的傳統中
式如意結，其環環緊扣的設計，寓意賽
馬會與社區的緊密連繫，致力推動跨代
共融，讓不同族群互相尊重，而 40 個
如意結亦代表沙田馬場開幕 40 周年。
賽馬會的表演啦啦隊更會向沿途市民派
發如意結吊飾。
香港兩個主題公園亦有派出花車參與
匯演。海洋公園的花車以園內景區「香

海關警隊等聯合應對新春人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 春節黃金
周將至，特區政府指出，旅遊事務署已協
調政府相關部門、主要景點、香港旅遊發
展局及香港旅遊業議會制訂措施，應付期
間往來香港及內地的旅客人流。由入境事
務處、警務處、海關及相關部門成立的跨
部門聯合指揮中心會於期間啟動，監控各
陸路管制站情況，亦會與內地對口機構保
持緊密聯繫，有需要時採取應變措施。
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預期本月 4 日至
10 日的過境客流將較平日繁忙，為免各邊
境管制站於早上及晚上繁忙時間過於擠
塞，呼籲計劃進出香港的內地旅客和香港
居民，盡量於非繁忙時段過關。

5 日至 11 日期間，把各口岸每天的入境數
字上載至網頁 www.immd.gov.hk，有關資
料亦會連結至旅發局網頁 www.discoverhongkong.com，供旅客參考。此外，旅客
可透過 「入境處流動應用程式」查閱各陸
路邊境管制站的估計輪候過關狀況。
在旅遊事務署的協調下，各主要景點會
在黃金周期間延長開放時間，以及作出人
流控制和應變安排。旅遊事務署亦會聯同
旅議會，呼籲接待內地訪港旅行團的旅行
代理商、店舖和餐廳等，採取適當措施，
有秩序地管理旅客和旅遊巴士。

春節上載每日入境人數

為保障團體旅客權益，旅議會將繼續執
行一系列措施，規管業界接待內地訪港旅
行團的安排，包括要求香港旅行代理商在

為協助旅客安排行程，入境處會於本月

旅遊署與粵深部門溝通

指定時間內向旅議會登記所接待的內地訪
港旅行團的行程，並提交住宿證明。
旅議會在黃金周期間會加派人手巡查登
記店舖較多的地區，並向旅客和導遊提供
即時協助。此外，海關和警方會加強巡查
接待內地訪港旅行團的店舖，打擊強迫購
物等不良營商手法。旅遊事務署亦會按為
黃金周而設立的信息交流和處理緊急事故
機制，與廣東及深圳旅遊部門作有效溝
通。
此外，警方昨日亦就多個新春期間活動
公佈特別安排，例如在農曆新年期間於旺
角實施人流安全管理措施，如有需要，會
要求市民離開擠迫的地方，以策安全。
警方又會於本月 6 日在維多利亞港兩岸
實施特別交通安排及人流安全管理措施，
方便市民觀賞農曆新年煙花匯演。

港老大街」為概念，加新春牌坊、小吃
攤位和纜車等元素，展示新進駐公園的
本地品牌，包括榮獲「米芝蓮」推薦及
榮登「街頭小食推介」組別的招牌美
食。公園的吉祥物「威威」與「大嘜」
亦會現身，與穿上上世紀 70 年代懷舊
服飾的表演隊伍一起巡遊。香港迪士尼
樂園的花車則加入花團錦簇、張燈結綵
的設計，洋溢中國新年的傳統氣息，著
名卡通人物米奇、米妮等更會穿上賀年
裝向市民拜年。

車身加長最大如雙層巴
旅遊發展局節目及旅遊產品拓展總經
理洪忠興昨日表示，今年巡遊匯演經費
約 1,900 萬元，預料約有 15 萬人現場觀
賞。他續說，花車尺寸較以往長，其中
最大型的一輛花車，長度相等於一輛
12 米雙層巴士，原因是文化中心藝術
館工程完工，能容納較大型花車駛入。

銀聯推閃付App 年宵購物優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維園年宵市
場周三已經開鑼。以往逛年宵，年宵攤位
大都以現金交易為主，找贖難免費時又容
易出錯。不過自去年起，銀聯國際在維園
年宵市場率先引進電子支付服務，今年再
接再厲，推廣以二維碼支付模式的雲閃付
App。雲閃付 App 支持本地消費及跨境使
用，本地銀聯持卡人只要在雲閃付App 綁
定指定銀聯卡，便可享受銀聯在年宵攤位
內提供的精彩優惠，及體驗到一掃即付的
便捷支付體驗。
據介紹，在維園年宵花巿貼有銀聯支
付標記的攤位，包括全部 3 個小食檔、部
分乾貨攤位及自助售賣機等，及其他年
宵花巿的部分乾貨攤位，以雲閃付 App
掃銀聯二維碼消費，即可享有優惠，也
免卻了現金找贖的麻煩。

銀聯國際表示，有見現時香港商戶及
消費者對電子支付逐漸持開放態度，對
多元支付模式亦有更多的認識，惟社會
上的實際應用尚未十分普及，因此銀聯
致力於改變這種狀況。

培養市民電子支付習慣
維園年宵是銀聯其中一個於香港推動
電子支付的試點，目的旨在推動香港智
慧城市的發展，培養市民使用電子支付
的消費習慣。
據介紹，雲閃付 App 自去年 9 月起開始
為港澳持卡人提供服務，目前在港澳已
經有超過一萬間商戶支持雲閃付付款。
市民只需從 iOS 或 Google Play 下載雲閃
付 App，並綁定指定銀聯卡，便可即時體
驗以手機二維碼付款的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