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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海外版將於7月24

日至30日休刊7天，8月1日照常
出版，敬希讀者垂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電台報道， 立法
會公共行政事務跟進委員會收到電信業界信
函，認為澳門電信市場是“假開放，真壟
斷。”業界一直爭取共享及公平分享特許資
產，改善現狀，但仍未獲諮詢，感到深深失
望。信中又認為政府與澳門電訊單獨商討專線
減價方案，營運商在不同專線的成本減幅只有
不足1成，業界表示強烈不滿，又反映現時經
營困難，希望政府考慮澳門情況，對不同營運
商給予稅務優惠。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澳門特區
政府保安司司長辦公室20日發出新聞稿稱，
保安司司長高度重視海關近期接連有人員不當
懸掛國旗，對於連番錯誤，以及在信息通報上
出現混亂，保安司表示不能接受，已要求海關
嚴肅處理事件及涉事人員，盡快向社會公佈相
關結果。國旗和區旗是國家和澳門特區的象
征，各級保安部隊和保安部門人員須通過正確
使用和保護國旗與區旗，切實、有效地彰顯和
維護國家和澳門特區的尊嚴，以持續提升部隊
和部門的公共形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澳門格蘭
披治大賽車組織委員會20日舉行新聞發佈
會，宣佈第64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將於11
月16日至19日舉行。
據介紹，本屆大賽匯聚多場重量級賽

事，其中澳門格蘭披治三級方程式大賽將再度
成為國際汽聯三級方程式世界杯，而澳門GT
杯則連續第三年成為國際汽聯GT世界杯。與
此同時，東望洋大賽也已確定成為本年度國際
汽聯世界房車錦標賽其中一站賽事。

“神威‧太湖之光”超級電腦（模型）

裝有逾1,000萬顆核心處理器，
運算速度每秒可達12.54億次，去年
6月測定是全世界運算速度最快的超
級電腦，其所用晶片全為中國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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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東漢科學家張衡改良，用以觀
察與預測天體運行，歐洲類似的自動
旋轉儀器要晚逾1,300年才出現。

東漢“渾天儀”九月下旬臨港
創博展逾百今昔中國發明 團結香港料逾10萬人入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香港特區政府近年大力推動創科發展，

加強培訓科研人才。團結香港基金將於9月24日至10月2日舉辦“創科博

覽2017”，展出130項古今中國創科展品，包括由東漢科學家張衡改良的

“渾天儀”、“三寶太監”鄭和用以下西洋的“寶船”，到現代全球最快

的“神威”超級電腦和“超級天眼”射電望遠鏡的模型等，希望藉以加強

港人對國家歷史文化和創科發展的認識。團結香港基金期望整個展期可吸

引不少於10萬人次入場。市民可於下月10日開始在“創科博覽2017”網

頁上登記索取門票。

創科博覽亮點

以“鑑古追今、開創未來”為主題的博
覽將於灣仔會展展覽廳3F-G舉行，設

有五大展區，分別為“天”、“訊”、
“海”、“中科院互動展區”及“香港之
光”展區，涵蓋近130項展品，約28件為古
代偉大發明或重大發現、57項為現代創科展
品，其中不少罕有展品從未於香港展出。

博覽的亮點展品包括位於貴州的全球
最大射電望遠鏡“超級天眼”模型；位於
廣州、運算速度稱霸全球的超級電腦，
“神威、太湖之光”模型；由東漢科學家
張衡改良，用以觀察與預測天體運行的
“渾天儀”仿製品；“三寶太監”鄭和用
以下西洋的“寶船”模型；及中國第一艘
航空母艦遼寧艦或第一艘國產航空母艦的
航母編隊模型等。

博覽特設“香港之光”展區，重點介
紹香港20項獲國際獎項的科研成果，當中

不少創新發明能幫助市民大眾改善生活，
例如手語翻譯手套、智能煮食警報系統
等，冀讓參觀人士深入了解創科與生活息
息相關，提升社會整體創科氛圍。

兩天親子日 娛樂中學習
此外，博覽亦舉辦多元化活動，包括

設5場專家論壇、4場主題活動、25場科普
講座、逾30場創客示範和科學表演、164
場科學影片等，更邀得國家科技部部長萬
鋼、國家宇航員、來自12間大專院校的頂
尖科學教授學者、內地人工智能科學家、
自然科學史專家及中國海軍軍事與海洋專
家到場參與講座論壇，分享創科經驗。

鄭李錦芬：博覽“好看好聽好玩”
今年博覽設有兩天親子日，提供科學

魔術表演、砌機械人和程式代碼教學活

動，在娛樂和學習間取得平衡。場內亦特
設AR/ VR互動遊戲區，讓參加者可透過
虛擬影片近距離遊覽火箭發射場、漫遊火
星、模擬駕駛戰鬥機，甚至重看鄭和寶船
建造奧秘。為照顧失聰或弱視人士需要，
大會特設無障礙設施，並安排手語翻譯或
凸字展板介紹展品。

團結香港基金總幹事鄭李錦芬表示，
博覽是“好看、好聽、好玩和好有意
思”，冀藉博覽會讓港人認識中國古今創
科成就，增加對歷史文化的認識，並分享
到中國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機遇。她表示，
去年博覽8日展期內共約有7萬人次入場，
期望今年可吸引不少於10萬人次入場。

■■團結香港基金將於團結香港基金將於99月舉辦月舉辦““創科博覽創科博覽20172017”。”。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渾天儀（仿製品）

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艦或
第一艘國產航空母艦的航母編隊模
型。

航母編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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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鄭治
祖）有消息指，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政
府已就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
方案達成協議，將會參照深圳灣口岸模
式，在高鐵西九總站劃出內地口岸區實
施內地法律，進行“一地兩檢”。據
稱，行政會議下周會審議有關方案，倘
通過即會向外公佈。建制派議員認為有
關構思可行，並強調應盡快落實“一地
兩檢”，盡快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
展。不過，反對派議員繼續大潑冷水，
聲稱此舉是“割地”，定會反對。
據報，高鐵西九總站會以深圳灣口

岸模式進行“一地兩檢”，總站的B3
層，即內地入境大堂、B4層高鐵月
台、總站內路軌，劃為內地口岸專用

區，將實施內地法律，由內地人員執
行。
至於停靠的列車，車廂亦屬內地司法

的管轄範圍，但當列車離開西九總站期
間直到深圳邊境前一段的路軌，則屬港
方管轄範圍，實施香港法律。

業權屬特區 毋須改基本法
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有關口岸

區的業權仍屬於特區政府，毋須修改基
本法，而是否以租賃形式尚待落實，並
補充香港擁有高鐵西九站的“業權”，
已是最大的“自主權”，在將來有任何
變化時也可隨時收回或改變模式，是一
項得來不易的成果，期望可以減低反對
派稱高鐵“一地兩檢”方案是香港向內

地“割地”的疑慮。
被問到有人如在西九內地口岸區示

威，會否遭內地扣押，消息人士回應
指，按照過往經驗，香港示威者在邊境
範圍示威，內地當局一般會以拒絕入境
方式處理。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0日
回應指，她暫時未能透露相關安排，而
根據通車時間表，高鐵香港段將於明年
第三季完工，故她相信有關安排會很快
公佈，特區政府亦快將進行諮詢及推動
本地立法。

香港運輸及房屋局發言人則指，有
關在高鐵西九龍站落實“一地兩檢”通
關安排，當局會在完成跟中央有關當局
商討後公佈。

西九總站傳劃專區“一地兩檢”

■有消息指，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將在高鐵西九總站
劃出內地口岸區，實施內地法律，進行“一地兩
檢”。圖為興建中的西九總站。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吳子
晴）香港動漫電玩節將於下周五（28
日）起一連5天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
行。今年展館面積較以往大，總面積
逾27萬平方呎，場內約有70個參展
商、合共608個攤位，各參展商將推出
多款全球首賣的最新動漫電玩產品及
限定會場優惠，同場亦會舉辦“第一
屆兒童玩具節”及“同航藝術+創意玩
具聯展”。香港動漫電玩節行政總裁
梁中本指出，新推出各種活動是為了
照顧小動漫迷及為將來展覽尋找接班
人。

一眾參展商趁動漫節期間，紛紛
推出優惠及獨家產品。Play Station宣
佈推出“加碼優惠”，於動漫節首3
日，每日首3名於攤位購物滿3,000港
元產品的顧客可免費任選Sony 43吋
4K電視或《火影忍者疾風傳》限量版
walkman 及耳機等禮物。

此外，“第一屆兒童玩具節”設
有3D自拍館、巨型吹氣彈彈及卡通人
物見面會等，屆時將有Jackie 等卡通
人物與小朋友合照。3D自拍館創作顧
問鄺世傑表示，近年3D自拍的概念非
常流行，因此希望能將這創作理念帶
進會場。

大會為鼓勵家長帶同小朋友入場
參觀，會場設有1B親子通道，家長憑
門票可帶同最多兩名12歲或以下小童

免費入場。每日首500名經1B親子通道入場的小
童可獲“第一屆兒童玩具節”汽球一個。

同場的“同航藝術+創意玩具聯展”則展出
27位本地原創玩具設計師及漫畫家的手稿、產品
及雕塑等，讓入埸觀眾可以更了解香港原創作品
及作者背後的努力。

猿創作創辦人馬志雄指，香港的漫畫於十多年
前享譽全世界，現時亦領先不少國家及地區，是次
以“同航”為展覽概念，是希望表達出本地原創玩
具設計師及漫畫家可以“同坐一條船”，一起將香
港創作帶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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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香港動漫電玩節記者招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電信業函立會反市場壟斷

格蘭披治大賽11月中旬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何玉瑩）根據歐美研究結果顯
示，共有0.8%歐美人士患上強
直性脊椎炎，按此趨勢推算，
香港約有 6萬名市民患有此
症，當中以男性居多。

強直性脊椎炎屬於自身免
疫系統失調的疾病，發病者初
期盆骨、尾龍骨關節會發炎。
郭文亮解釋，患者的關節會因
發炎而被侵蝕，當發炎減退
時，骨骼外圍就會出現增生，
而經過多次反覆發炎後，新生
的骨骼就會融合，當病情惡化
到脊椎完全筆直後，就會影響
行動，容易造成骨折。

風濕病科專科醫生郭文亮
表示，強直性脊椎除了容易引
致骨質疏鬆外，更可能威脅其
他器官，包括心血管或心肺功
能併發症或影響肺功能。

美領館外燒爆竹 兩婦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兩名操家鄉話的年邁內地婦
人，20日中午12時許突走到中區
花園道美國駐港領事館外燃燒爆
竹，大批警員接報趕至，發現地
上遍佈爆竹紙屑，涉案兩名內地
婦施然坐在領事館門外，並未離
去，警員上前查問卻“雞同鴨
講”，對方一直用家鄉方言回
應，難以溝通，警員相信兩人涉
嫌違法燃放煙花爆竹，遂將其拘
捕，連同爆竹紙屑等證物一併帶
返警署扣查，兩婦在美領館外燃
放爆竹動機及目的仍待進一步調
查。美國領事館表示，案件會交
由警方處理。

涉案兩名婦人初步相信來自
內地，分別年約80歲和60歲，由
於兩人口操家鄉方言，難以溝
通，警方要將其扣留，並找來有
關方言專家協助，始能了解事件
始末。

香港多年來一直禁止燃放煙
花爆竹，根據香港法律中的危險
品條例第六條，非法藏有煙花爆
竹的最高刑罰為罰款25,000元及
監禁6個月。而危險品（一般）
規例亦訂明，未領有許可證燃放
或致使他人燃放煙花爆竹即屬違
法。任何人觸犯此項規定，如循
簡易程序定罪，可被罰款2,000
元。

■警員到場查問兩
名涉嫌違法燃放煙
花爆竹的婦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朱
朗文）夏季流感高峰期持續，公立醫
院病房持續爆滿，員工工作壓力大
增。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20
日與醫院管理層及前線各職系員工會
面後承諾，會推出短期措施進行“補
強”工作，包括聘請兼職人手及讓退
休人員繼續在醫管局工作，以處理人
手編制和現時服務量需求的差距。

公立醫院病床逼爆，香港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早前在陳肇始陪同下到
“重災區”伊利沙伯醫院視察，及要
求醫管局在短期內紓緩病人輪候時間
長的情況。

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20日與傳
媒聚餐時坦言，扣除公眾假期後，新
一屆特區政府上任的日子只是短短14
天，但已經面對不少重大事項，其間

政府可以作出即時反應及應變能力。
他舉例指，現時正值流感高峰

期，為公立醫院的急症室及前線醫護
人員帶來很大壓力，政府即時作出回
應，特首林鄭月娥在剛過去的周日，
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到“重
災區”之一的伊利沙伯醫院視察，並
向前線人員了解情況及打氣。

陳肇始20日到屯門醫院視察後回
應傳媒提問時表示，醫院員工告訴她
很多存在的問題，包括病床不足、人
事問題，又或是一些社會及社區上的
問題導致病人不能出院，加重員工壓
力，加上新界西人口增長、人口老
化，或多了新家庭、屋苑的增長所帶
出的服務需求，均比醫管局人手增長
為高，故一定要進行“補強”工作，
推出短期措施，致力解決問題。

食衛局短期措施“補強”抗流感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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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事館外地面領事館外地面
遍佈爆竹紙屑遍佈爆竹紙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