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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
港政長官林鄭月娥以小組成員身份出席
15日在北京舉行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
導小組第一次會議。這是中央成立高層
統籌決策和實施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領導小組”首次有香港和澳門特區行政
長官參與中央高層架構的工作。

港澳特首列灣區建設領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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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襲威脅消減 歐洲維也納首奪冠
全球最宜居城市 港躍升10位

排名(去年) 城市
1 (2) 維也納

2 (1) 墨爾本

3 (14) 大阪

4 (5) 卡爾加里

5 (11) 悉尼

6 (3) 溫哥華

7 (13) 東京

8 (4) 多倫多

23 (17) 檀香山

35 (45) 香港

37 (35) 新加坡

48 (53) 倫敦

59 (58) 首爾

74 (72) 蘇州

75 (73) 北京

78 (70) 吉隆坡

140 (140) 大馬士革

EIU衡量全球140個城市的5項指
標，包括社會穩定性、醫療服

務、文化與環境、教育及基礎建設，以
100分為滿分。維也納和墨爾本在醫
療、教育及基建方面均取滿分，但維也
納在社會穩定方面拿下100分，墨爾本
僅得95分，墨爾本雖在文化及環境項
目勝出，但維也納最終以總分99.1分稱
冠。日本大阪排第3位，加拿大卡爾加
里及澳洲悉尼分別獲第4及第5名。

社會穩定壓7連霸墨爾本
EIU發表聲明指出，雖然過去數年

西歐城市持續受恐怖襲擊威脅，需要提
高安全措施，但過去一年回復正常，受
激進分子攻擊的危險性降低，而維也納
在社會穩定方面分數上升，今年成功摘
冠。

港排35壓星 大阪亞洲第一
單計亞洲城市，以大阪排第3最

高，其次為第7位的東京，去年被新加

坡首次超越的香港，今年連升10位，
升至第35位，力壓排名第37的新加
坡，在亞洲排名第3高。中國內地排名
最高的城市為蘇州，排第74位，北京
第75位，其餘上榜內地城市還有天津
(77)、上海(81)、深圳(82)、大連(90)、廣
州(95)及青島(97)。

敘首都續當最不宜居城市
敘利亞連年內戰，首都大馬士革

繼續成為全球最不宜居城市，其次為
孟加拉首都達卡及尼日利亞拉各斯。
這排行榜並沒包括全球最危險的城
市，例如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及阿富汗
首都喀布爾。

EIU表示，排名前列的城市通常是
發達國家的中型城市，人口密度相對較
低，而大型城市一般犯罪率較高及基建
損耗大，影響相關評分，例如英國倫敦
只排第48位，而美國排名最高的城市
為第23位的檀香山。

■路透社/法新社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 13日公佈全球最宜居城市排行榜，奧地

利首都維也納以社會穩定性範疇獲得滿分，整體壓倒已連續7年排首

位的澳洲墨爾本，首次成為全球最宜居城市。EIU指出，由於過去一

年西歐恐怖襲擊威脅消減，加上維也納罪案率極低，因此登上榜首，

亦是首個奪冠的歐洲城市。

社會穩定加分 港反先新加坡
香港在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重新超越新加

坡，在亞洲排名第3，主要由於過去一年社會
穩定性範疇的評分回升，使香港整體得分上
升，雖然新加坡在醫療服務一項取得滿分，但
整體排名仍落後於香港。

香港在最宜居城市排名一向處於亞洲前
列，2014年8月公佈的排行榜中，香港在全球
排第31位，拋離當時排第52的新加坡。然而同

年“佔中”發生後，香港在社會穩定一項評分
大跌3.2分，翌年香港排名即跌至第46位，對
新加坡的領先優勢大幅收窄，EIU當時直言示
威釀成混亂，衝擊香港的宜居程度。

隨後兩年新加坡在教育和醫療評分繼續上
升，去年排名終首次超越香港，直至今年香港
在社會穩定性的評分回升，得以重新超越新加
坡。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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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是歐洲首個當選全維也納是歐洲首個當選全
球最宜居的城市球最宜居的城市。。 法新社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直擊 自助變無助 港人內地購高鐵票仍不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郭若

溪 廣州、深圳連線報道）廣深港高鐵預
計下月底開通，港人將可實現家門口乘
高鐵暢行內地。在此之前，為方便港澳
居民出行，鐵路部門出台一系列便利乘
車措施。不過，距離高鐵開通僅月餘，
港澳居民在內地購票、取票、乘車等方
面，仍然存在諸多不便。香港文匯報記
者走訪發現，回鄉證無法“嘟”卡入
閘、人工購取票排隊時間過長、自助機
讀卡故障多、支付渠道不暢通、人工窗
口過少等是反映最為集中的問題。香港
因廣深港高鐵尚未貫通，且有廣九直通
車可選擇，目前感受最直接的主要是在
大灣區內創業、工作和求學的年輕人。
廣深港高鐵開通後，相關問題若久懸不
決，港人相關投訴或大幅攀升。

指示不清 售票機“失蹤”
創業港青葉興華幾乎每個星期都要

往返於佛山、廣州和香港的家，廣深港
高鐵廣深段，是他上班和回家的主要線
路。葉興華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鐵路
部門為方便港澳居民出台的購票乘車新
措施，其進步雖有目共睹，但仍有待改
進。他還稱，在操作中，除了設備出現
故障，更令人頭痛的是間歇性無法識別
和讀取回鄉證。

為避免意外，多數情況下，他棄用

自助機，直接到人工窗口排隊。但由於
人工窗口耗時長，和內地同事相比，葉
興華往往要提前半小時前往廣州南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發現，廣州南站
支持回鄉證的購票取票一體機約有30台，
取票專用自助機約20台。除部分取票機安
裝在三樓候車大廳外，大部分集中在一樓
進站大廳北側，且周邊沒有指示牌，不熟
悉南站的旅客並不容易發現。

現場所見，總共有5台設備顯示“設
備維護中”故障。香港文匯報記者嘗試
在顯示正常的一台自助機上點擊“港澳
台通行證”購票，儘管進入購票頁面，
但尚未放置證件，頁面便閃退。

廣鐵回應查詢允增巡檢
對於港澳居民購取票仍然存在的問

題，廣鐵相關負責人14日表示，目前已
經加派技術人員，加大設備巡檢的頻
次。而對於回鄉證“嘟”卡出入閘問
題，廣鐵本月初在回應廣東省政協港澳
委員時亦表示，中國鐵路總公司已會同
國家有關主管部門，研究自動識別港澳
通行證的相關技術方案。

目前，廣州南站正處於暑期運輸客
流高峰期，每天到發平均客流在60萬人
次左右，取票機使用頻率高，客流高峰
期有排隊取票現象，給旅客出行帶來不
便，車站深表歉意。

乘車難題 港人支招
香港“工合空間”創始人葉興華：

希望升級自動購取票機，更好識別回
鄉證。建議推出面向港澳人士的高鐵
月卡，方便奔波於粵港間的港人乘
車。

北京港澳學人研究會理事吳舒景：

港人在電子支付方面仍存在障礙，期
待能夠有更簡便的認證方式，讓港澳
人士註冊、開通使用電子支付方式。

香港東區青年交流促進會副主席、

香港並勤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陳達人：

建議設立港澳境外人士購取票、改
簽等專窗，以解決因證件問題需要
長時間排隊問題。

廣東省政協委員、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主席吳學明：

常見的購票渠道很少接受香港同胞慣
用的國際信用卡，故建議將國際信用
卡納入高鐵購票支付方式。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壞 機 多

排 長 龍

��''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鄭治祖）在
香港社會各界連日強
烈反對下，香港外國
記者會（FCC）14日

仍邀請推動“港獨”的“香港民族黨”召集
人陳浩天演講。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14日
發表聲明，批評“民族黨”明目張膽鼓吹
“港獨”，嚴重損害國家的主權安全和領土
完整，危害香港公共秩序與安全，而FCC為
“港獨”分子搭台“造勢”，濫用新聞和言
論自由，更嚴重傷害了對分裂言行深惡痛絕
的中國人民感情，踩紅線越底線。

公署批評，“民族黨”的言行觸碰了
“一國兩制”的底線，嚴重違反國家憲法、
基本法和香港特區有關法律，嚴重損害國家
的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嚴重危害香港公共
秩序與公共安全，及他人的權利和自由，這
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又提到特區政府考慮根
據《社團條例》禁止“民族黨”運作，中央
政府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處理有關問題。

指傷害14億中國人民感情
公署強調，新聞自由是一種權利，更是

一種責任，新聞從業者必須有職業操守，不
能打着新聞和言論自由的幌子，幹損害別國
主權安全的勾當。

聲明更強調，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的立場堅如磐石，批評FCC為“港
獨”分子搭台“造勢”，觸動了包括700多萬
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最敏感的神
經，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感情，強調在反對
“港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中央政
府、特區政府和全體中國人民絕不允許“港
獨”勢力和FCC踩紅線，越底線。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外國記者會

絕不是‘法外之地’。”公署敦促FCC反躬
自省，糾正錯誤，以實際行動遵守中國和特
區法律，尊重包括700多萬香港同胞在內的
14億中國人民的感情，重申任何妄圖將香港
從中國分裂出去的言行，都將依法受到懲
處，任何人、任何組織為“港獨”分子撐腰
打氣，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FCC踩紅線越底線

■ 香港多個民眾團體14日在FCC外集會抗
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港深聯手破禁錮商人勒索案

香港一天四宗登革熱 區域分散恐大爆發

■香港康文署人員在蚊子棲息地施放
霧化殺蟲劑。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一日內
確診4宗登革熱個案，除了一名17歲男學生
外，3名新確診患者均屬長者，年齡介乎76歲
至84歲，全部無外遊記錄。香港衛生署衛生
防護中心總監黃加慶表示，一日內有4宗確診
個案是首次發生，情況並不尋常，政府非常關
注，而現時說登革熱已成為風土病是言之尚
早，但承認存在有更大型爆發的風險。

他又指，無發現4名確診患者有共同
點，他們發病和潛伏期時到過的地方亦不
同，不是集中在一兩個地區，難以確認是同
一源頭，有可能是分散在不同區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
友光）香港與深圳警方聯手於年初偵破
一個跨境犯罪集團，該集團涉嫌透過深
港兩地財務及中介公司，向一名香港商
人聲稱可協助融資1億元人民幣，先後
向商人騙取近百萬費用。今年2月初，
犯罪集團誘騙商人到深圳一間酒店內禁
錮。商人被禁錮3天期間遭勒索2,900萬
元，不斷遭人毆打及不准飲食，更被威
逼下簽署一張600萬元借據，又要挾支
付100萬元人民幣作為獲釋條件。

直至13日，香港警方根據資料搜查
犯罪集團多個目標地點，再拘捕集團幕
後主腦等8人。消息稱，被捕幕後主腦
為黃桂芬，黃與兄弟在香港回歸前後，
曾涉多宗嚴重罪行。

在港被捕8人，7男1女，年齡介乎
27歲至62歲，包括犯罪集團一名幕後
主腦、4名骨幹成員、3名集團旗下中介
公司董事及職員，部分人有黑幫背景，
他們分別涉嫌串謀詐騙、非法禁錮及洗
黑錢等罪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香
港政府於6月底公佈向已有入伙紙半
年內仍未售出或租出的一手樓開徵
空置稅，由於法例尚待立法會通
過，各大發展商都趁新例未生效前
加快推盤步伐。其中新鴻基地產自7
月以來便狂推13個現樓及樓花盤，
短短個半月售出約1,143伙，吸金約
133.4億（港元，下同），計及上半
年的賣樓成績，新地今年以來售出
約2,198伙，賣樓收入逾266億元，
一躍成為今年住宅賣樓王。

近年一直沿用“月月有樓賣”
措詞的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上
月便從以往“月月有樓賣”的情況
轉趨更積極，最新言論為“周周有
盤推”，顯示發展商於新房策後推
盤轉向較急，當中包括各類新盤及
貨尾。

事實上，新地於過去一個半
月，除了積極推售新盤如大埔雲
滙、北角海璇、元朗 PARK YO-
HO Milano、九肚雲端、屯門御半
山、日出康城晉海I及II 外，亦加快
推售現樓貨尾盤，包括多個豪宅盤
如山頂 TWELVE PEAKS、南區
SHOUSON PEAK、何文田名鑄、
九龍站天璽，及中小型住宅盤如
Grand YOHO II 及 元 朗 PARK
YOHO Genova等，合計多達13個
樓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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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外匯儲備數字按月回升
香港文匯報訊據澳門電台報道，澳

門金融管理局公布，7月外匯儲備資產
總額初步統計為 1,569億澳門元，較 6
月經修訂總額上升 2.7%。7月貿易加權
澳匯指數 104.8，按月上升 1.56，按年
下跌 0.88。

澳門通過修法侮國歌最高囚3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日報》報

道，澳門立法會大會13日一般性通過修
改《國旗、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
法案。法案建議在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士
應肅立，不得作出不尊重國歌行為，違
者可被罰款2,000至10,000元澳門幣。
侮辱國歌最高處3年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