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禍港四
人幫」之首、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
早前被警方落案起訴參與非法集會以及
刑事恐嚇一名記者，昨日再有市民及民
間團體分別到黎智英大宅以及壹傳媒大
樓集會。
他們批評黎智英一直利用旗下的《蘋
果日報》等誤導市民、煽動暴力，造成
社會嚴重撕裂，令香港遭受前所未有的
傷害，實屬港人公敵，希望司法機構還
香港一個公義。
「中華傳統文化交流協會」約30名成
員昨晨到黎智英位於九龍塘的大宅門外
集會，其間開禮炮及香檳以慶祝黎智英
被捕。眾人手持「司法彰顯 儆惡懲
奸」、「嚴懲暴徒還我法制」等標語。
「很多市民和年輕人都因今次黑暴而毀
掉前途，黎智英身為罪魁禍首，自然不
能逍遙法外，期望司法能彰顯正義，還
社會一個公道。」
另一批市民則到黎智英屬下的壹傳媒
大樓門外集會聲討，並拉起寫有「強烈
譴責亂港黑手黎智英 黎智英賣港求財
民族敗類」的橫幅，及高喊口號譴責黎
智英禍港殃民、賣港求財，是民族敗
類。
市民代表何先生指，對黎智英被捕感
到高興，並支持警方繼續嚴正執法，並
期望黎智英能早日受到應得的懲罰。

「驚蟄」打小人 焚燒黑手照
另外，昨日是廿四節氣「驚蟄」，根

據習俗，市民會透過「打小人」驅逐小
人及祈福。
在香港的打小人熱門勝地灣仔鵝頸橋

底，昨日下午有大約20多名市民，將
「亂港黑手」黎智英、工黨李卓人、公

民黨前黨魁梁家傑，以及毛孟靜、郭家
麒、楊岳橋和陳淑莊等4位泛暴派立法
會議員的照片放在地上，進行打小人儀
式，市民用鞋逐張擊打照片，痛斥他們
是「賣國賊」和「漢奸」。
其間有市民高呼「打你個小人頭，等

你成世冇出頭」，其後將該批照片扔進
化寶盆內焚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有不少建成多年但長期閒置的天

橋，其中5處更荒廢達30年以上。申

訴專員公署昨日公佈的調查發現，全港

有29處閒置的行車天橋路段或接駁

口，「最源遠流長」的一個位於司徒拔

道山村台對上的接駁口，至今已有39

年歷史。公署指有關情況難免令人認為

政府未有適切規劃，亦未有積極推展工

程，部分路段更加錯過了發展的黃金時

機，令附近居民飽受交通擠塞之苦。

爛尾橋落成時間
◆1981年（39年）︰司徒拔
道山村台對上接駁口

◆1983年（37年）︰大潭道
近紅山廣場接駁口

◆1984年（36年）︰大坑道
大寶閣門外接駁口

◆1984年（36年）︰沙田路
近曾大屋預留道路接駁口

◆1990年（30年）︰城門隧
道公路近蔚景園預留天橋
接駁口

A15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文 澄

20202020年年33月月66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0年3月6日（星期五）

2020年3月6日（星期五）

爛尾橋丟空39年 政府懶理
29處路段接駁位閒置逾十載 錯過發展時機累交通勁塞

團體促港台撤銷偏頗節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針對港

台節目經常抹黑警方以至特區政府，「公
營廣播關注組」昨日到港台示威，要求改
革港台，並撤銷《頭條新聞》等取態偏頗
和製造社會分化的節目。
近百名市民昨日手持「改革港台、刻

不容緩」、「香港電台浪費公帑」、「港
台要有品、炒頭條新聞」等標語到港台抗
議。
關注組召集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彭

長緯指出，關注組自去年10月成立至
今，間接或直接向香港電台及監管機構提
交超過16,000宗投訴，內容涉及港台各
主要時事節目及新聞報道，但令人遺憾的
是，香港電台未有正視眾多投訴，有關的
時事節目質素未見改善，反而有惡化的跡
象。
關注組點名備受批評的港台節目《頭

條新聞》，直指港台辯稱該節目只是「嬉
笑怒罵」的非時事節目的說法實在難以服

眾。他們強調，「諷刺時弊」也需要基於
事實，而非以偏蓋全、惡意捏造；該節目
瘋狂針對特區政府和警隊，作出大量無理
指控和批評；節目內容庸俗無聊，對加強
市民大眾認識時事毫無幫助，不應再在以
公帑營運的香港電台上播放。

點名《頭條新聞》《鏗鏘集》
他們並批評港台節目《鏗鏘集》由去

年6月至12月共播出24集，其中15集中
約六成多的時間都密集式地針對政府及警
方作出大量負面及偏頗的報道，甚至美化
示威者的違法暴力行為，將暴徒捧作英
雄，令公眾十分反感。
關注組認為，該兩個節目不但分化社

會，更煽動了反政府情緒，與《港台約
章》要求提高公民身份認同背道而馳。
「我們強烈要求香港電台撤銷這兩個節
目，同時引入公正持平的時事評論節目，
讓正反雙方能暢所欲言。」■■團體到港台示威團體到港台示威，，要求改革港台並撤銷取態偏頗和製造社會分化的節目要求改革港台並撤銷取態偏頗和製造社會分化的節目。。

市民慶肥黎被捕 黎宅外開香檳

■市民到壹傳媒門外集會抗議黎智英。

■ 中華傳統
文化交流協會
到黎智英大宅
門外集會聲討
黎智英。

申訴專員趙慧賢昨日公佈，署方完成
一項有關閒置天橋和爛尾橋問題的

主動調查。她指出政府在建造行車天橋
時，或會預留接駁口作將來擴展道路網絡
之用，另有些發展計劃會分階段進行工
程，因而預先建造相連的行車天橋路段或
接駁口，以便在進行下一階段工程項目
時，作接駁至新建路段之用。
不過，根據運輸署、路政署和土木工程
拓展署提供的資料，現時在13條位於不
同地區的幹路或道路上，共有29處閒置
的行車天橋路段或接駁口。

勘測規劃歎慢板
公署的調查發現，所有涉事天橋路段或
接駁口均閒置逾10年，有5處的存在時間
已達30年或以上，其中位於大坑道大寶
閣門外的接駁口至今已建成36年，運輸

署認為該處附近的一段大坑道已預留空間
作擴闊道路之用，並於去年初展開研究，
但至今仍未有規劃。
另外，位處德士古道荃青交匯處的爛尾

橋，於1995年已落成，原先計劃改建成
雙線行車，但政府其後因區內人口及交通
流量增長較預期低，認為暫無迫切需要而
被擱置。路政署2016年再就此進行交通
檢討，預期荃青交匯處未來會出現交通擠
塞，荃灣及荃青區議會要求完工，路政署
去年5月才開始進行勘測工作。
另外，西九龍走廊近欽州街亦有天橋閒

置了22年，公署指出，該天橋在1998年
停用後，路政署過去5年接獲3宗在該處
非法棄置建築廢物的投訴，運輸署及路政
署認為該處一帶現有道路已足夠應付交通
需求，兩個部門正商討清拆天橋支路，以
騰空地方作其他用途。

倡定期跨部門檢視情況
公署指出，以上情況難免令公眾認為當

局未有適切規劃及沒有積極推展相關路段
工程，以致這些行車天橋路段或接駁口未
能得到充分利用。公署認為，政府理應定
期檢視該些行車天橋路段或接駁口的規劃
和發展情況，以免長時間被閒置忽略，惟
當局並沒有設立相關機制進行定期審視，
當該些天橋路段或接駁口的周邊地區經歷
數十年的變化與發展後，政府可能已錯過
利用它們發展新道路的黃金時機。
公署又認為，若政府因部分人的即時關

注和反對而暫緩或擱置建造新道路，並待
出現交通擠塞後才考慮再作推展，不僅會
錯失建造道路的先機，亦將相關地區交通
擠塞問題延長十數載，故建議運輸署、路
政署和土木工程拓展署定期召開跨部門工

作會議，檢視每個閒置天橋路段或接駁口
的發展情況，並在有需要時諮詢當區區議
會；政府亦應考慮建立一個綜合資訊平
台，讓公眾查閱全港各區擬建大型道路工
程的相關資訊及最新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
病毒肺炎疫情當前，防疫用品需求
急增，口罩更被視為必備品，市民
四處奔波搶購口罩。由懲教署生
產、坊間俗稱CSI口罩早前被發現
流出巿面，令人質疑有人涉嫌挪用
或轉售該款主要供應給政府物流服
務署的CSI口罩。申訴專員趙慧賢
昨日宣佈，會展開主動調查，審研
有關懲教署生產的口罩在生產、分
發和點存方面的安排。
根據政府發佈的資料顯示，由懲教

署生產的口罩主要供應給政府物流
署，並由物流署分發給各有需要的政
府部門，以作日常及應變計劃之用。
懲教署去年每月平均向物流署供應
110萬個口罩，並將小部分口罩出售
予社福機構、學校等非政府組織。
趙慧賢表示，由於傳媒和市民對

有CSI口罩流出市面提出質疑，以
及社會關注 CSI 口罩有可能被濫
用，加上申訴專員公署亦收到相關
投訴，公署因此決定向懲教署及物
流署展開主動調查，審研懲教署及
物流署在規管CSI口罩的生產、分
發和點存方面的機制、程序和執行
情況等安排和工作有否不妥善之
處，倘發現有關機制或程序存在不
足，公署會向相關部門提出改善建
議，冀望能從源頭堵塞漏洞，避免
出現CSI口罩被濫用的情況。

趙慧賢又邀請市民於2020年4月6日或之
前，以書面方式就上述問題向公署提供相關資
料及意見，地址為香港干諾道中168-200號信
德中心招商局大廈30樓，傳真號碼：2882
8149，又或電郵至 complaints@ombudsman.
hk。

■■位處德士古道荃青交匯處位處德士古道荃青交匯處的的「「斷橋斷橋」」於於19199595年落成年落成。。 公署圖片公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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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城市大學
於大灣區拓展版圖近日有突破性進展，東莞市
自然資源局大朗分局本月2日發佈總體土地規
模方案，當中列明會落實城市大學初步選址的
首期項目。城大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確
認，該校東莞校區將落戶松山湖高新區，料工
程在3年內落成，校方將先於東莞成立研究
院，預計今年8月底開始招收博士生。
據東莞市大朗鎮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相關文

件，有關規劃的預留規模方案是為了落實包括
香港城市大學初步選址首期項目等在內的多個
建設項目的用地需求，涉及落實地塊位於大朗
鎮蔡邊社區、平山村、水口村、水平村、新馬
蓮村、洋烏村等村，共有8個地塊，總面積
54.9649公頃。

8月底招博士生
城大發言人昨日回覆指，該校籌劃多時在大

灣區設立校園，校董會已決定在東莞市松山湖
高新區設立校區。城大將先於東莞成立研究
院，由東莞市提供配套設施，預計在2020年8
月底開始招收博士生。發言人引述東莞市3月
2日發佈的消息稱，其城大東莞校區將落戶松
山湖高新區，又指預計有關工程3年內落成。
而城大稍後會正式公佈香港城市大學（東莞）
校區的詳情。

城大東莞校區
料3年內落成

香港文匯報訊 嶺南大學今年2月成為香港
首間引進瑞典初創公司研發的Furhat社交機器
人的大學，結合人工智能提升教學成效。該校
協理副校長（學術素質保證與國際事務）夏爾
馬表示，在教學應用時Furhat能中立地列舉不
同觀點，有助學生聽取不同的聲音，教職員則
可通過Furhat為學生提供更加個性化的幫助。
夏爾馬指，嶺大花逾 20 萬港元購入

Furhat，利用其逼真神態、環境感應能力、先
進的對話系統及多元角色設定，幫助豐富學習
交流。
他又指，透過不斷訓練，Furhat能於互動

中強化自己的「智能」，溝通時可較人類更
加客觀。
他認為，教學引入社交機器人，更可彌補

人與人交流的局限，當Furhat的客觀性讓學
生更自在地表達自己，學習理解他人並培養
自信，教職員可通過Furhat，為學生提供更
加個性化的幫助。
在當前疫情影響下，各大學都轉為網絡授

課，嶺大引進社交機器人，亦為其網上教育帶
來新元素。

「機器人老師」現身嶺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
文風）因應疫情持續，港大
昨日宣佈本學期餘下教學均
以網上形式進行，只小部分
畢業班的實驗課會安排低密
度課堂面授。而該校網上教
學的科目均只設有網上考
試，除原有評級方式外，學
生亦可選擇只計「合格或不
合格」或退修。

面授畢業班實驗堂
港大副校長（教學）何立

仁以電郵通知學生，校方決
定在5月16日學期結束前，
絕大部分教學都將以網上形
式進行；另為確保畢業班學
生如期畢業，他們的非臨床
實驗室、工作室及實踐課
堂，將於本月30日後以低
密度課堂面授。至於牙科學
院和醫學院臨床課程，則由
學院與學生直接聯繫安排。
電郵提到，所有網上教學
科目均只設網上考試，並有
3種評分法供學生選擇。校
方提醒，若選擇「合格或不
合格」評級，有機會影響其
學期平均績點；至於退修今
學期學科的學生，來年補修
有關學分時可毋須繳交學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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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拔道山村台對上的接駁口，閒置
長達39年。 公署圖片

■■申訴專員將主動調查懲教署生產的CSI口
罩去向。 資料圖片

■市民打小人，焚燒肥黎等7黑手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