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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豬唔夠分 肉商威脅罷市
日僅千多隻應市 欠三千多隻 逾三成商戶焗休市

《清明上河圖3.0》
數碼藝術香港展

日期：
2019年7月26日至8月25日

地點：
亞洲國際博覽館3號館

票價：
10 元（3歲或以下小童則免費入
場），球幕影院票價25元（只適合
4歲或以上人士）

售票點：
今日起於「購票通」網頁www.city-
line.com公開發售，明日上午10時
起可於通利琴行、亞洲國際博覽館
及麥花臣場館的CITYLINE售票處購
買

展覽亮點：
「開放之城」、「宋『潮』遊樂
園」、「汴河碼頭」球幕影院、
「盛世長卷」等

■資料來源：主辦單位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馮健文

港展「上河圖3.0」帶你走入畫中

昨日立法會開會商討屠房的跟進工
作，鮮肉大聯盟等30名豬肉業界

趁機到場外請願，出席會議的食物及衛
生局副局長徐德義及立法會議員到場
時，接收肉販的請願信。
鮮肉大聯盟副主席關國華表示，每日
的內地供港活豬至少要維持 3,000 多
隻，再加上本地的約千隻豬，才夠維持
供求平衡，但這一輪非洲豬瘟平息後，
每日只有約一千隻內地及本地活豬應
市，部分生豬業界無法採購足夠的活
豬，約三分之一肉商因此被迫休市，但
仍要白交舖租；工人被迫放無薪假，生
計大受影響，市民也要捱每斤近百元的

貴價豬肉：「只得1,000幾隻(豬)，業界
吊命都唔夠。」

豬價升1.7倍 非肉商抬價
翻查食環署網頁的公開資料，本港活豬

總供應量比豬瘟前大減。以昨日為例，只
有1,288隻內地活豬及465隻本地活豬供
應，總數為1,753隻，比豬瘟爆發前的4
月平均供應量大減。豬價也水漲船高，昨
日活豬拍賣價為每擔3,304元，亦較4月
份每擔1,238元的平均價，暴升達1.7倍。
關國華表示，「香港豬價是全國最

高，市民要捱貴豬價，罷市是我們無奈
的決定，要讓市民知道貴豬唔係因為肉

商抬高售價，而係政府漠視活豬供應短
缺的問題，這都是政府一手造成。」
他透露，如果政府不採取行動使內地

增加活豬供應，肉販將於下周一起發動
罷市，更不排除罷市行動會持續至情況
得到改善為止。
鮮肉大聯盟理事凌偉業表示，業界已

配合政府在屠房實施「日日清」措施，
但政府卻未有體恤業界的營商困難。他
促請政府向內地要求增加供港活豬。
「政府一直未有向業界交代增加供港內
地豬隻的清晰時間表，令整個行業大受
影響，希望政府想辦法令香港每日有約
4,000隻活豬應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鮮肉業界醞釀下周一罷市。受非洲豬瘟

影響一度關閉的上水屠房，雖然已重開多日，但內地活豬供應量仍

是僧多粥少，每日只有千多隻活豬應市，是正常水平的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肉商無法配給到鮮豬肉被迫停業。鮮肉大聯盟等生豬業

界昨日到立法會請願，要求增加內地供港活豬，令整體供應量恢復

至4,000隻的水平，否則業界不排除下周一起發動罷市行動，直至

訴求得到正視為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夢縈）科技園
培育計劃成員「應用科技」（Applied
Technology）昨日正式發佈一站式健康
管理流動應用程式「Health.Me2」，該
程式由本港團隊研發，用戶可以建立個
人健康報告，儲存病歷及查閱相關資
料，還可透過程式預約體檢和診症服
務。另外，「Health.Me2」享有微軟人
工智能技術支援，使用者只要自拍即可
檢測是否患有白內障，準確度高達

90%。
應用科技行政總裁林志文介紹，作為

初創企業，公司自2017年成立就開始籌
劃製作程式，經三年磨一劍終於建立30
人的團隊，其中八成為研發人員，均是
本港僱員。他表示，香港過往從事AI的
專業人員並不多，如果不去培訓就一直
不能孕育這類人才。
「Health.Me2」應用程式去年9月試
運行後，已獲5,000多用戶下載，其中四

成為活躍用戶，預計今年底可達10萬下
載用戶。昨日發佈會還演示程式的白內
障監測功能，使用者僅需自拍一張照
片，即會啟動AI引擎數據庫，分析是否
患病。
林志文強調，應用程式遵守美國的醫

療電子數據信息安全保護標準（HIP-
PA），需要經過三重認證才可開啟一份
病歷，保障用戶私隱。
應用科技還研發一款智能手帶產品，內

置的AI系統可實時監測佩戴者的心電圖及
血壓數據，並將記錄儲存於微軟的雲端平
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健文）國寶級
文物《清明上河圖》原作於北京故宮珍
藏，欣賞機會難得。香港特區繼9年前展
出此藝術巨作的電子動態版後，《清明上
河圖3.0》數碼藝術香港展將於下月26日
起在港舉行，是展覽走出故宮的首站，並
以全新形式包括巨幅動態高清投影、球幕
影院的180度影片等展現，還加入不少互
動元素，令觀眾有如身在畫中。

故宮展出後首站
主辦單位預計，為期一個月展期，最

多可容納60萬人次觀眾入場欣賞。門票
於今日起在網上公開發售。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及
香港回歸22周年，故宮博物院和鳳凰衛
視於下月26日至8月25日，在亞洲國際
博覽館3號館聯合主辦《清明上河圖3.0》
數碼藝術香港展。《清明上河圖3.0》高
科技互動藝術展曾於去年5月至10月在故
宮展出，累計觀眾逾140萬人次，今次在
港展出，是走出故宮的第一站。
今次展覽的規模比在北京展出時更盛
大，並包含兩個首次亮相的項目，其中
「開放之城」帶領觀眾重返畫作誕生的
繁華盛世，透過8個場景，一覽畫作本
身故事及其折射當年的政治、經濟、服
飾等歷史背景，並穿插10位當代設計師
的藝術裝置，帶領觀眾在創新形式的交
互過程中，感受傳統文化。
另一全新項目「宋『潮』遊樂園」則

專為親子群體打造，展區設置一系列闖
關任務，包括手繪團扇、臨摹年畫、體
驗元宵燈節猜詩謎及活字印刷拓印宋詞

等，讓成人及小朋友猶如身歷其境「穿
越」宋代。
展覽另一亮點是「盛世長卷」，呈現

一幅近5米高、30多米長的《清明上河
圖》巨幅動態高清投影。動畫的線稿部
分由20多位原畫師歷時400多天以手工
繪製而成，真實還原原作筆觸，並通過

後期合成等手法，讓畫中事物「活起
來」。重頭戲「汴河碼頭」，於球幕影
院播放180度影片，採用一鏡到底技術，
描繪汴河從白天到傍晚的生動景象。
鳳凰衛視首席創新官兼執行副總裁何

大光昨日在展覽啟動禮表示，《清明上
河圖》是國寶級文物，原作於故宮珍

藏，每隔3年至5年才展出一次，每次
均反應踴躍，希望今次可將此藝術巨作
豐富市民的文化藝術體驗。
出席啟動禮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

表示，《清明上河圖》是中華文化瑰
寶，不單是重要的藝術作品，還是生動
的文化歷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
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昨日發表「2019年
香港薪酬趨勢調查」報告，顯示本港僱
員基本薪金今年平均獲加3.7%，高於
去年同期的3.2%。不過，有獲發非固
定花紅的員工，平均金額相當於1.54個
月基本薪金，略低於去年的1.69個月。
調查同時發現，受訪機構對本港今年勞
動力需求展望不太樂觀，認為勞動力需
求會增加的比率由去年的56.3%大跌至
38.8% ，但仍高於認為會減少的
22.4%。基於經濟環境不明朗，學會建
議機構採用具靈活性的薪酬對策，包括
採用浮動薪酬及按表現調薪等方法來激
勵員工，加強他們的投入度。
學會於今年3月至4月訪問了來自11

個行業、合共僱用逾10萬名員工的52
家機構，當中22家於今年1月落實調整
員工薪金。除了一家機構凍薪外，其餘
21家機構均為員工加薪，今年1月基本
薪金平均加幅為3.7%。參與調查的52
家機構當中，除1家外其餘均已在調查
前設有最少一項花紅計劃以激勵員工。
55.8%機構只設有非固定花紅，另有
40.4%兼備固定花紅和非固定花紅。在
設有非固定花紅的機構當中，91.8%員
工獲發非固定花紅，平均金額相當於
1.54個月基本薪金。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副會長孔于人

表示，平均薪金加幅高於去年，主要由
於失業率維持20年來的低位，僱主須
提高薪酬待遇在市場上搶人才；加上最

低工資水平剛調升8.7%至37.5元。他續說，近
月香港經濟增長動力急劇收縮，人力市場前景或
變得不明朗，相信僱主對薪酬調整會傾向審慎，
直至經濟明顯改善，但目前未能確定會否影響僱
主的招聘意慾。

沙中線紅磡站擴建部分及其鄰近建造工
程調查委員會第二部分聆訊昨日進入第十
一天，時任港鐵建造經理傅賢哲作供時
指，港鐵曾就北面連接隧道三條連接縫有
滲水問題，向禮頓發出至少3份不合格通
知書，並指自己曾檢視不合格通知書上的
圖片，承認鋼筋接駁不妥的情況是「任何
人都可以見到」，而他於去年發現該處的
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RISC form）出現

缺失，當日負責巡查的港鐵工程師至今仍不確定
當時有否在該處的關鍵檢查點巡查。
聆訊早前透露，北面連接隧道的連接縫出現滲水

問題，港鐵曾就此問題向禮頓發出至少3份不合格
通知書，之後鑿開石屎檢查時發現有鋼筋未接駁妥
當。傅賢哲作供時表示，螺絲帽與鋼筋有明顯分
離，而自己亦曾檢視過不合格通知書上有關鑿開石
屎後的相片，認為鋼筋確是明顯沒有接駁。
被問到港鐵是否無檢查相關的關鍵檢查點，傅

賢哲表示，負責在扎鐵工序的關鍵檢查點巡查的
港鐵工程師只有兩位，分別是時任一級建造工程
師陳俊瑋及二級建造工程師康璞，但陳俊瑋當時
已離職，而康璞對有否在關鍵檢查點檢查扎鐵的
回覆是「我答唔到」。
傅賢哲於庭上承認，由於沒有 RISC 表格，現

階段仍不肯定港鐵工程師究竟有否在該關鍵檢查
點巡查。調查委員會主席夏正民指出，假如港鐵
跟足要求去做，即待禮頓發出 RISC 表格，完成
檢查後才在表格簽名，這樣便不會出現表格缺失
問題，認為港鐵與禮頓均有失當，導致無法追查
檢測記錄，雙方需為此負責任，傅賢哲表示認同
有關說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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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Me2」使用者只要自拍即
可檢測是否患有白內障，並作即場示
範。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夢縈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公務員事務局
昨日向4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的職方提出薪酬調
整方案，高層薪金級別及首長級的公務員建議加
薪4.75%，中層及低層薪金級別公務員則建議加
薪5.26%，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另考
慮到遞增薪額開支過去十年一直上升及對薪酬趨
勢淨指標的影響，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同時決
定，由本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開始，各薪金級別
由1989/90年度至本年度的平均遞增薪額開支，
或該薪金級別在有關年度的實際遞增薪額開支，
兩者的較低者會被用作計算各個薪金級別的薪酬
趨勢淨指標。
根據有關決定，由於1989/90年度至本年度的

高層、中層和低層薪金級別的平均遞增薪額開支
分別為1.04%、1.03%及1.16%，均低於各薪金
級別的實際遞增薪額開支(分別為1.21%、1.21%
及2.19%)，故前者會被用作計算本年度的薪酬趨
勢淨指標。
公務員事務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指出，採用較

低者改善了扣減遞增薪額開支的計算方法，可避
免薪酬趨勢淨指標受進一步蠶食，但同時能維持
1988年調查委員會提出扣減遞增薪額開支安排背
後的「抵消」原則。
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表示，按照一貫做法，由

於本年度低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低於中
層薪金級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低層薪
金級別公務員的薪酬調整會被「調高」至與中層
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相同的水平；首長級
公務員的薪酬調整方案則跟隨高層薪金級別公務
員的安排。
發言人補充，待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職方

的回應，並就本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作出決定後，
政府會盡快提交建議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考慮。

中低層公僕加薪5.26%

■■「「盛世長卷盛世長卷」」展現一幅近展現一幅近55米高米高、、3030多米長的多米長的
《《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巨幅動態高清投影巨幅動態高清投影。。主辦單位供圖主辦單位供圖

■「汴河碼頭」影片描繪汴河生動景象，令參觀者有如置身
其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汴河碼頭」將汴河從白天到傍晚的生動景象展現，令參觀
者感受時間轉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一班鮮肉商販到立法會請願，要求政府增加活豬供應。

■■主禮嘉賓手持主禮嘉賓手持《《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合照合照。。左起左起：：亞洲國際博覽館行政總裁陳芳盈亞洲國際博覽館行政總裁陳芳盈、、何大何大
光光、、中國銀行中國銀行（（香港香港））副總裁龔楊恩慈副總裁龔楊恩慈、、劉江華劉江華、、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李海堂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李海堂、、故故
宮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副董事長關琪宮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副董事長關琪、、旅遊發展局主席彭耀佳旅遊發展局主席彭耀佳。。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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