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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澳門特區政府
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21日在葡萄牙里斯本，與
葡萄牙共和國稅務事務國務秘書安東尼奧．門東
薩．門德斯簽署了《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及防止
逃稅協定》議定書，使雙方在進行信息交換時，
更具透明性、規範性及保密性，讓納稅人資料得
到更妥善的保障。

梁維特在簽署儀式上表示，澳門將繼續與其
它國家和地區加強合作，致力構建符合國際標準
的公平稅收環境。除了稅務合作外，作為中國與
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樂見澳門特區與葡
萄牙在此基礎上繼續深化雙邊合作關係，在商
業、貿易、旅遊、教育等其它領域建立更密切的
聯繫。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澳門特區
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1日公佈，澳門5月份按年
通脹率2.97%，較4月份按年通脹上升0.09個
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電台報道，澳門司
警聯同金管局突擊搜查13間電信店，帶走16
名男女，懷疑他們協助電話詐騙集團接收受
害人款項，並匯到內地銀行帳戶。他們涉嫌
觸犯贓物罪，以及違反澳門金融法律規定，
行動中搜獲58萬澳門元贓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電台報道，“未來
澳門產業佈局規劃研究論證專家小組”由國
家部委領導、國家科研機構專家及澳門學者
組成，澳門利用海域發展的最終研究論證報
告將於7月下旬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瑞士洛
桑國際管理學院公佈2018年全球數碼競
爭力排名報告，去年全球最具數碼競爭
力的新加坡被美國取代，只能排名第二
位，香港則首次跌出全球十大，排名由
去年的第七，連挫4位至第十一位。報
告指，教育開支、科研投入、通訊科技
研發及創新企業發展等均為香港在數碼
競爭力方面的弱項。有業內人士則指，
不少國家及地區積極推動科技發展，相
比下香港於不同創科項目包括電子支付
及智慧城市等進展緩慢，影響了香港的
競爭力。

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報告研究
的63個經濟體中，29個國家或地區的數

碼競爭力今年有所提升，但在過去兩年
持續上升的香港，今年就成為26個排名
下跌的國家或地區之一，最新的排名是
第十一位，較去年下跌四位，在亞洲區
則排名第二位。

國際學生創企研發開支少
報告主要從知識、技術和未來準備

3方面進行評分，香港今年在知識方面
排名較去年上升一位至第五位，惟技術
和未來準備的排名同樣下跌，分別由去
年的第三位及第十七位，下跌至第六位
及第二十四位。

香港在科技畢業生數目、職位比例
及高科技專利授權3方面俱是香港在數

碼競爭力方面的優勢，但報告亦特別提
及香港與其他經濟體競爭時存有國際學
生和創新公司數量少、研發開支不足等
負面因素，當中政府用於教育的公共開
支更只在63個經濟體中排第五十六位。

今年排榜首的經濟體為去年排名第
三位的美國，美國今年除了在去年成績
最好的未來準備方面維持排名第二位
外，知識、技術兩方面的排名亦有所改
善，分別從第五位及第六位，上升至第
四位及第三位。

連接系統改善內地排名升
除香港和新加坡外，多個亞洲國家

和地區也是今次報告的研究範圍，韓

國、日本及中國內地今年的排名都有所
上升，分別排在第十四位、第二十二位
及第三十位。

報告指，韓國和日本今年在知識和
未來準備兩項評分因素中都有所進步，

而中國內地排名上升則因連接系統及科
技監管有所改善。

台灣及馬來西亞等亞洲地區的排名
有所下跌，分別從第十二位及第二十四
位，跌至第十六位及第二十七位。

私街無王管 驚現垃圾山
床褥泥頭石棉瓦隨街扔 惡臭頻傳街坊難忍

港數碼競爭力 首度跌出十大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公佈今年全球數碼競爭力排名報告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公佈今年全球數碼競爭力排名報告，，香港首次跌出全香港首次跌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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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打擊非法傾倒建
築廢料，香港環保署由
2016 年開始在全港多個

垃圾黑點安裝“天眼”攝錄機，並派員協
助執法，迄今共作出71宗檢控及發出26張
定額罰款通知書。同年底，香港食環署在
深水埗、中西區及元朗合共6個垃圾黑點，
展開為期半年的網絡攝錄機試驗計劃，並
落實於今年逐步將計劃推行至全港約80個
棄置黑點並試行1年，新增地點遍佈各區，
重災區之一的深水埗獨佔其三。

政黨促增派前線執法
民建聯社區幹事陳龍傑表示，區內棄

置建材問題嚴重，單是南昌街至黃竹街近
長沙灣道一帶已有 23 個棄置黑點。安裝
“天眼”雖一定阻嚇成效，但垃圾蟲懂得
“見招拆招”，會由大街的天眼監視範
圍，轉往其他橫街窄巷傾倒廢料，早前在
福榮街一條後巷就發現有 30 米長的泥頭
陣。他透露，環保署的檢控工作有一定難
度，因前線人員需親眼目擊棄置廢料的一
刻，才可作出檢控。他促政府增撥資源，
多聘前線人員巡查執法，配合加裝“天
眼”，遏止問題惡化。

位處北角電廠街、介乎南天大廈和聯
和大廈一段私家行人路，連接兩廈

後巷，業權屬港燈所有，僅闊兩米的路
面，卻有神奇的吸引力，除有街頭藝術家
塗鴉外，不少居民和裝修工人都視該處為
“免費環保斗”，貪其為私家路無王管，
隨意把垃圾及建築廢料棄置，部分廢料更
疑含石棉，衍生安全隱患。
東區區議員許清安坦言，該處去年初

起屢現垃圾，起先僅零星個案，近月愈趨
嚴重，除了舊床褥、衣櫃、泥頭及木板
外，更有熱水爐、廁盆，甚至疑似石棉瓦
片。

部分黑點曾列收街名單
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日視察，發現該處

已淪為“垃圾站”，大堆垃圾佔去逾半路
面，即使政府部門協助派人“清場”，轉

頭又有新垃圾。
“希望政府可加強巡查，亦建議港燈

加裝CCTV（閉路電視）協助部門舉
證。”許清安指出，部分住戶和裝修工人
為貪方便和省處理費，通街棄置垃圾，影
響衛生，不時傳出陣陣臭味，而且木板上
的鐵釘有機會傷及路人，疑似石棉瓦更會
影響健康。

在維港另一邊，原被納入私家街收回

計劃的大角咀利得街，亦長期泊有幾部荒
廢電單車，更堆滿大量垃圾及建築廢料，
最終卻因“外伸露台問題”被剔除計劃。
私家街收回無望，“垃圾蟲”頓無後顧之
憂，在興旺大廈對出的馬路成垃圾黑點；
早前疑有清潔工人到來棄置垃圾，積少成
多，短短個多月堆出逾4呎高、近30呎長
的巨型垃圾山，日曬雨淋下發出惡臭，最
後要食環署出手清理。

全香港估計有逾千

條私家街，部分業權複

雜無王管，導致“百病叢生”。香港政府

早在 32年前設私家街道收回事宜委員

會，冀收回其中166條管理欠佳的私家

街，至今僅收得70條，另79條已從名單

剔除，更決定不再推次輪計劃。隨着計劃

無疾而終，私家街衛生問題懸而未決，北

角電廠街就有一條淪為“免費環保斗”，

行人路長期被棄置大量垃圾、建材甚至石

棉瓦片等廢料；而被剔出名單的大角咀利

得街，長期泊有爛車，更驚現1米高的巨

型垃圾山。私家街衛生問題多，已成街坊

揮之不去的夢魘。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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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得街興旺大廈對出馬路日前驚現逾4呎高、近30呎長的巨型垃圾山。
受訪者提供

■食環署接獲投訴後派人清理私家行人路
的垃圾。

■部分棄置在電廠街的廢料疑含石棉。

澳門與葡國簽協議防逃稅 首進中科院港青實習研AI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中國科學院─香港青年實習計劃啟
動儀式日前在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舉行。
22名來自香港各大高校的青年學生，首次

深入中科院這一國家自然科學領域的最高
學術機構。在未來6周時間裡，他們將在
“全明星陣容”導師的引領下，在人工智
能、智能機器人、無人駕駛等熱門領域開
展研究，零距離接觸中國最高水平的智能
科學前沿技術。

在香港回歸祖國21周年之際，香港
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今年暑期推出四個不
同主題的青年實習計劃，分別以中國科學
院、北京故宮、四川臥龍、甘肅敦煌為目
的地，實習崗位近60個，其中，中國科
學院的實習崗位為22個。

實習計劃旨在為香港青年提供積累內
地工作經驗、深入了解祖國歷史文化和發
展現狀的機會。其首批推出的故宮博物院
青年實習計劃和四川臥龍國家級自然保護
區青年實習計劃，在香港和廣東兩地分別
招募數量相當的大學生參加，以拓展兩地
青年視野和經驗，促進深入交流和合作。

據介紹，針對首次香港青年實習計
劃，中科院精心遴選18名來自科技前沿
研究一線、能夠代表領域內最先進技術的
“明星導師”，通過實踐、講座、拓展、
參觀等四方面內容的實習課程體系，引領

港青們進入科學殿堂。

完成獨立任務撰寫報告
在6周時間內，22名港青將進入模式

識別國家重點實驗室、複雜系統管理與控
制國家重點實驗室、計算機科學國家重點
實驗室、計算機體系結構國家重點實驗室
和智能製造技術與系統中心，在智能機器
人、智能車輛、計算機視覺識別算法研究
與優化等前沿領域完成相關研究。

在導師的指導下，他們將完成獨立小
任務，並撰寫實習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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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眼
天
眼
﹂﹂監
察
有
局
限

監
察
有
局
限
禍
首
遁
巷
照
傾
倒

禍
首
遁
巷
照
傾
倒

港鐵聘獨立顧問檢討沙中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

沙中線工程問題揭之不盡，港鐵主席馬
時亨21日承認現行工程事故通報機制
有改善空間，同時公佈港鐵董事局會要
求工程委員會檢討沙中線工程，並會聘
用獨立顧問協助檢討，期望於3個月內
完成檢討工作，冀能挽回公眾對港鐵的
信心，但他未有正面回應自己及港鐵行
政總裁梁國權等管理層會否就今次事件
問責離職。

港鐵董事局21日上午舉行特別會
議，身兼董事局成員的香港運輸及房屋
局局長陳帆、立法會議員石禮謙及測量
師劉炳章等港鐵獨立非執行董事都有參
與會議。陳帆在會後透露，會議的目的
是討論近期發生的一連串鐵路事故。

馬時亨21日下午與幾名港鐵管理
層一同見記者，指董事局開會後決定要
求轄下的工程委員會檢討沙中線工程，
並會聘用獨立顧問參與有關工作，但他
以聘請獨立顧問需時為由，未有明確指
出工作會在什麼時候開始，只承諾會盡
快開展工作，期望檢討工作可於3個月
內完成。

陳帆日前曾在立法會上表示，政府
亦是透過傳媒得知沙中線工程所出現的
問題。馬時亨承認，港鐵現時向政府通
報工程問題的機制有需要改善。

梁國權則表示，自己作為行政總
裁，願意就工程違規的問題承擔責任，
接受問責，但他和馬時亨多次被問及如
何問責時都未有正面回應。馬時亨只表
示自己重視問責文化，惟現時首要工作
是改善工地管理和通報機制，董事局日
後會找出今次事件的成因和審視事件所
涉及的責任問題。

瑪麗消化藥受污染病人服後身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瑪麗

醫院發生疑霉菌污染事件，院方在一名已
過身的患淋巴瘤中年女病人遺下的大便樣
本中驗出毛霉菌，香港醫管局指病人曾服
用市面有售的消化藥物易消達（Enzy-
plex），帶有真菌紅麴霉菌，但病人體內
則並未發現感染該種真菌 。香港衛生署
已即時從不同地點抽取產品樣本作進一步
檢驗，並提醒市民如果服用後有疑問或不

適，應向醫護人員徵詢意見。
醫管局已通知前線人員有關事件，並

提醒他們需注意免疫力低弱病人的感染風
險，同時已指令進口商耀南洋行向印尼製造
商要求調查事件及提交報告。衛生署發言人
並指，易消達藥片於印尼生產，含有維生素
及消化酶，是用於腸胃不適的非處方藥物，
在醫院管理局、衛生署診所、本地私家醫
生、藥房及藥店等都有使用及出售。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嚴杏意）
第二十屆香港動漫電玩節將於下月27日至
31日於灣仔會議展覽中心一號及三號展覽
廳舉行。事隔數年後，大會再次容許參展
商於會場內發售限量產品，但要使用新排
隊登記安排，23日提早為500名入場市民
預先登記，每人只限登記1次且籌卡不得
轉讓，27日憑容貌識別籌號按編號順序入
場，優先選購會場的限量珍藏版產品。

同時，大會今年更首次舉辦電競嘉年
華，聯同Nova eSports Limited 以《爐石

戰記》和《皇室戰爭》兩款電競手遊進行
比賽，勝出者可以贏取總值50萬港元豐富
獎金。

■港鐵主席馬時亨(中)與幾名港鐵管理
層見記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部分限量品。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動漫節首推實名制香港動漫節首推實名制““點相點相””

■■陳茂波為同學們加油鼓勁陳茂波為同學們加油鼓勁，，並玩起自並玩起自
拍拍。。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