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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申請加價 起錶廿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日報報道，澳門的士

司機互助會向特區政府申請加價，20日到交通
事務局遞交加價方案，提出起錶由17元（澳門
元，下同）加至20元，以後每跳由260公尺縮
短為220公尺，仍收2元，停車候客每分鐘改為
每55秒收2元，並於農曆年初一、二、三收取
10 元附加費。的士司機互助會理事長郭良順
稱，近兩年的士用柴油車輛維修等各類通脹持
續，故提出加價，希望增加司機收入。

澳推三級制旅遊警示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電台報道，澳門特區

政府推出旅遊警示系統，共分為三級，最高為
第三級，3月7日正式生效。當發出第一級旅遊
警示時，意味著當地出現威脅，呼籲居民提高
警覺及留意局勢發展；當旅遊警示提升至第二
級時，建議計劃往當地旅遊或已身處當地的居
民應重新考慮行程，避免非必要的行程；至於
最高的第 3級，代表當地威脅人身安全的程度為
極高，計劃前往或已身處該地的澳門居民應留
意情況的嚴重性及官方可提供的協助，建議避
免前往該地旅遊。

中葡商貿樓設計完成首輪開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電台報道，澳門工務

局表示，中葡國家商貿服務合作綜合大樓設計
連建造工程第一輪開標收到的12份標書中，9份
被接納，在完成技術評分及設計評分後，將刊
登公告公佈第二輪公開開啟“造價”封套安
排。局方指出，工程預計今年下半年動工，9份
標書施工期由 586工作天至 600工作天。首輪開
標不被接納的三份標書，原因是競投者所提交
的標書未能符合投標案卷及澄清公函的規定。

據大公報綜合中通社及台媒報道：蝶戀花旅行
社遊覽車13日發生翻覆事故，造成33人死

亡，11人受傷，引發社會大眾關注遊覽車司機過
勞、拼裝遊覽車等問題。

肇禍司機開車11小時
在車禍事發將近一周後，俗稱遊覽車的黑盒

子“大餅紙”的資料也終於曝光，當天司機的行
車時間總計14.5小時，扣除3.5小時的休息和停車
時間後，司機康育薰的開車時間達到11個小時，
超過法定的10小時。

據東森新聞報道，根據紀錄，康育薰在早上
8點多發車，9點接到客人，直到下午1點半車子
進入怠速，但車子到了2點才完全熄火，預計是
到了武陵農場。康育薰在此休息了大約2個半小
時之後，又再度發車直到晚間6點才再度熄火，
估計是在宜蘭讓乘客下車休息，當天總共開車時
間達11小時。

“228”假期前推行新制
對於司機過勞問題，台“交通部”政務次長

王國材20日與“觀光局”、“公路總局”共同召
開記者會，公布六項措施，其中將更嚴格規範島
內一日遊產品，以確保旅遊安全。

王國材表示，未來為了避免遊覽車司機超時
工作等問題，若一日遊行程過長，將要求行程由
一日延長為兩日，或建立替換司機機制，如雙司
機或在旅途中更換司機，若無法替換司機，須有
替代方案，採取多元交通工具，例如換乘高鐵、
火車等，新措施預計2月28日連假前上路。

“觀光局”副局長張錫聰補充說明，連假
前，“交通部”也將全面盤查島內旅遊產品，首
先篩選出100條行程，早出晚歸、車程明顯過長
的一日遊產品，將列為優先處理對象。

張錫聰稱，“交通部”對旅行社行程稽查
後，“觀光局”將對旅行業從業人員進行密集
教育，同時印製安全宣導手冊，讓消費者掌握
安全資訊，未來若修訂運輸業管理規則，明確
制定遊覽車替換駕駛規範，“觀光局”也將配
合執行。

“交通部”其他監管措施包括推薦優質服
務，由“公路總局”公布連續兩期評鑑成績獲優
良之遊覽車業者名單總計41家，供民眾參考；杜
絕不良服務，“公路總局”連續兩期評鑑成績為
丙、丁等之遊覽車業者總計有27家，未來假期所
提供之遊程、司機將由“觀光局”會同公路總
局”共同審查；管制老車旅程，對於車齡10年以
上之遊覽車，協調業界、公會透過GPS避免車齡
老舊遊覽車行駛海拔500公尺以上之山區道路；
召回老車嚴檢；清查高風險司機。

整頓一日遊 早出晚歸須換人

台將實施“雙司機制”防過勞

立委爆全台旅巴檢驗合格率竟100%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公報引述台灣傳媒報道：台

北蝶戀花旅行社遊覽車翻覆造成重大意外，外界從
司機過勞、車體結構檢視台灣遊覽車政策。民進黨
立委管碧玲日前公布一份調查報告指出，車身結構
強度試驗從2008年實施以來，共881案申請檢測，其
中有879案、共21,687輛通過檢測，另2案則是還在審
理，“申請大客車車身結構檢測者，竟百分之百通
過”。

“在路上2萬多輛大客車真的這麼安全？”管碧
玲質疑，因為2017年1月全台大客車有34,000多輛，

其中21,000多輛大客車通過檢驗，蝶戀花旅行社發生
意外的遊覽車在1998年4月出廠，屬於未受車身結構
強度試驗的12,000多輛大客車之一，一翻車就支離破
碎，結構安全大有疑慮，因此剩下的12,000多輛大客
車，都應該立刻檢測安全結構。

管碧玲說，值得注意的是，879案通過結構安全
檢測的21,000多輛大客車，100%全部採電腦模擬測
試，沒有一輛採用真實整車翻覆試驗，甚至連“等
校試驗”也掛零，“這樣的數字我很不安，我會繼
續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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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公報報道，襲警拒捕的
前公民黨成員曾健超被毆打案，涉案的七名香港
警務人員日前各被重判監禁兩年，據悉七名被告
將會上訴。警隊上下聞判士氣低落，認為判刑不
能接受，感到沮喪遺憾，有警員私下情緒激動。
香港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即日批准兩個警察協會作
內部籌款，目標為七警家屬籌款1,000萬港元應
付經濟需要。法律界人士認同判刑過重，市民促
律政司盡快起訴“佔中”發起人。

七名被告依次為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總督察黃祖成、反黑組高級督察劉卓毅、反黑組
警長白榮斌、反黑組警員劉興沛、警員陳少丹、
警員關嘉豪、警員黃偉豪。他們被控於2014年
10月15日凌晨，在龍匯道變電站外，非法及惡
意傷害曾健超，上周二被裁定“襲擊致造成身體
傷害”罪成，第五被告陳少丹被控於同日在中區
警署接見室內襲擊曾健超，被加控的一項“普通
襲擊”亦罪成。

判刑後，七名被告由囚車送返荔枝角收押
所。代表首被告的資深大律師駱應淦於庭外表
示，連日收到逾一千封求情信，求情信來自社會
各界包括區議會主席、區議員等，讚揚七名警員

為社會服務，希望可獲輕判。駱應淦又指，會研
究上訴理據，考慮申請保釋等候上訴。

區域法院法官杜大衛判案時指出，“佔中”
期間警員長時間工作，遭受言語暴力，承受巨大
壓力，其中更有130名警員受傷，各被告的求情
信獲高度評價，在警隊表現出色獲得嘉許，但涉
案七人都案發時正在執行職務，有關行為令警隊
蒙羞，影響香港國際形象。

盧偉聰：心情沉重複雜
杜官指判刑須具阻嚇力，量刑起點為兩年

半，考慮各被告的背景，包括當時面對的壓力，
定罪後失去警隊工作及長俸等，決定減刑六個
月，判處各人監禁兩年。陳少丹另涉“普通襲
擊”罪成，判刑一個月，兩項刑期同期執行。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當日會見傳媒時，稱心情
沉重複雜，充分理解同事對判刑感到失望沮喪，
他已批准協會申請內部籌款，並會積極與協會及
家屬保持密切聯繫，全面支援其福利及生活需
要。他呼籲各界相信法律，香港是法治社會，強
調警隊會繼續緊守崗位，堅定不移為市民服務。

■■判刑後，七名被告由囚車送返荔枝角收
押所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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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志剛）預
計年底完工的港珠澳
大橋香港段再爆工程
出問題。香港路政署
署長鐘錦華日前表
示，港珠澳大橋機場
島的香港接線填海工
程的填海地，於2014
年有兩處泥層橫向伸
延多達5米至10米，承建商已建立“臨時
堤腳荷載平台”穩定海堤，做法符合環
評，對公眾安全及環境無重大影響，因此
沒有向外公佈， 強調無就工程作出任何隱
瞞。至於事故原因，他指該署於2015年3
月聘請了專家進行獨立事故審查，現正進
行核實，稍後會提交報告。

早前有報道引述消息指，港珠澳大橋
機場島的香港接線填海工程於2014年出現
海堤崩塌，形成一個面積約18個維園足球
場大的新填海地，但路政署至今逾兩年從
未向外交代。

承建商自行承擔加固費
路政署當晚舉行記者會澄清事件。鐘

錦華表示，有關工程涉及進行“不浚挖
式”填海23公頃及海堤建造工程，填海區
下有 6 米至 14 米可壓縮淤泥層不會被挖
走，但於2014年10月及11月，駐工地監督
人員發現有關兩處地段分別出現長約300米
及250米泥土向外延伸，橫向延伸達5米至
10米。他指，事發後路政署即時實地視察
及評估影響，由於香港接線工程屬“設計
施工總承包合約”，承建商有責任作勘探
和設計檢討並提交加固措施方案，承建商
中國建築建議在填海工地完全整固前安裝
“臨時堤腳荷載平台”以穩固海堤，有關
工程於2015年審批動工，並於同年年底完
成，加固費用由承建商自行承擔。

鐘錦華說，該臨時平台面積約9公頃，
但並非傳媒報道的“新填地”，在填海工地
整固及永久海堤建造完成後，將於今年年中
開始被移走，將海床回復原貌；而填海工程
仍在環境許可證列明之環境影響緩減措施及
與承建商訂定的工程合約範圍內進行。他續
說，自2015年底至今，並未有發現填海地出
現不尋常的沉降及橫向伸延。

郭台銘：赴美設廠視效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君慧 深圳報道）早

前有媒體報道指，富士康將投資8,000億日元在美
國賓夕法尼亞州建電視組裝工廠。富士康科技集
團總裁郭台銘昨日被問及“富士康是否會在美國
建生產線”及“蘋果是否要求把富士康將生產線
遷到美國”時，他沒有正面回答，僅稱“無論到
哪裡設廠，我都要考慮經濟比較利益力的問
題。”他又表示：“我反對地方保護主義，作為
生產消費型產品的企業，希望能夠生產出具有競
爭力的消費品。”

計劃招聘過萬名大學生
郭台銘日前在深圳龍華園區表示，富士康

將繼續扎根中國內地，加大對人才和實體經濟
的投入，啟動最大規模的大學生招募行動，至
少招聘1.2萬名大學畢業生和6,000名中專和技
校畢業生。他稱：“希望這1.8萬名人才能夠加
入富士康，與富士康一起，做中國製造2025領
頭羊。”

他表示，這一招募計劃不僅是企業轉型升
級的需求，也是對“中國製造2025”、“大眾
創業、萬眾創新”、促進大學生就業等國家發
展戰略的契合。據了解，富士康自投資內地以

來持續招募大中專高校畢業生。近十年間平均
每年招募應屆高校畢業生7,000人以上。“我的
位置絕對屬於年輕人，希望他們都能成為實體
經濟的接班人和領軍人才。”郭台銘表示，富
士康將繼續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投資，以珠三角
為根據地，轉型成為工業互聯網、車聯網龍
頭，並打造包括工作生活、教育生活等在內的
智能生態系統。

■郭台銘和富士康部分演講員工合
影。 熊君慧攝

台農閩建茶園 成就“大陸阿里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早春的閩西

山區，空氣中依然透出陣陣寒意。從福建省龍岩
市出發，順彎彎曲曲的盤山公路驅車一個多小
時，便能看到一片“群櫻薈萃”的茶山。這裡就
是被稱作“大陸阿里山”的龍岩漳平永福鎮。

1996年，台胞謝東慶發現龍岩市永福鎮高
冷、高濕、高海拔的地理氣候條件和台灣的阿里
山十分相似，屬於優質茶葉的產區，從此便扎根
永福種茶。除了引進台灣的茶葉管理方式以外，
2000年開始，謝東慶在茶園裡遍植櫻花。“台
灣的烏龍茶幾十年來在市場上長盛不衰，除了精
細的茶園管理外，融入觀光和休閒，依靠觀光帶

動人潮也是一大經驗。因此我剛開始在永福種茶
的時候就將這裡規劃成茶園景區。”謝東慶說。

來永福種茶的台農不斷增加，不但讓這裡有
了“大陸阿里山”的美譽，茶園櫻花的種植面積
也不斷擴大。台農們種植的是早春櫻花，每年春
節前後茶園裡漫山的櫻花盛開，逐漸吸引了攝影
愛好者的關注，並登上了《國家地理》等知名刊
物的封面。

謝東慶說，2016年台品茶園銷售的茶葉達
到 9 萬公斤，產值約 3,000 萬元人民幣。接下
來，謝東慶考慮如何開發衍生產業，將櫻花觀賞
轉化為觀光收入。

香港文匯報訊 台北市蝶戀花旅行社遊覽車翻覆意外釀33死，而

司機過勞是肇禍主因。俗稱遊覽車的黑盒子“大餅紙”資料顯示，當

天司機開車時間達11個小時，超過法定的10小時。島內“交通部”

日前宣布，早出晚歸旅遊產品必須更換司機，確保旅遊安全，新規定

預計2月28日連假前將上路。

毆打示威者罪成 7港警各囚兩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研究發現，香港
不足半數的兒童和青少年每天體力活動達標，而每
周會與子女一同作體力活動的父母則只有約三成，
明顯低於其他國家及地區。

香港中文大學跨學科研究團隊日前發表香港首
個“兒童及青少年體力活動報告卡”，全面有系統
地綜合香港現存有關資料，按照9項指標包括整體
體力活動、組織性運動參與、動態遊戲、步行或踏
單車往返學校、靜態行為、家庭支持、學校體育、
社區及環境設施及政府策略和資源投放，為兒童及
青少年的體力活動作評估，同時亦將香港與全球37
個國家及地區的數據作出比較。

各研究項目按兒童及青少年達標比率而作A至
D，以及最差的 F 評級，香港在 9 項指標中獲得
2B、2C、1C-、2D，另兩項因欠相關數據而未獲評
級，其中於“整體體力活動”及“家庭支持”指標
均獲評D。針對前者，資料顯示不同本地研究對兒
童及青少年運動達標情況評價參差，個別報告只得
10%人達每天一小時的國際指標，但另有其他報告
指達標率有22%至50%；至於後者，則有約23%至
37%兒童及青少年每周和父母一同運動。

港童缺運動 逾半不達標

■■鐘錦華鐘錦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