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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假結束
71 萬人湧回港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一連 4 日的復活
節假期結束，大批外遊市民經高鐵西九龍站返港，人
流不絕。入境處數字顯示，周日(4 月 21 日)全日共有
逾 127 萬人經各管制站出入境，其中入境人次高達 71
萬，當中有 42795 人次經西九高鐵站入境。

高鐵大橋口岸 10 萬人入境

上海市長應勇(右)昨會見並歡迎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左)率領的訪問團一行。

【香港商報訊】記者宋健、馮仁樂上海報道：昨日傍晚，上海市長應勇在興國賓
館會見並歡迎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率領的立法會聯席事務委員會訪問團一行。應勇
說，在去年的滬港經貿合作第四次會議上，上海與香港共簽署了 15 項合作協定，
當時，林鄭特首建議香港立法會能去上海訪問，他欣然應許，很高興看到是次立法
會訪問能夠成行。梁君彥表示，滬港長期交流頻繁，應保持交往、互相學習，共同
合作，希望在大灣區建設中能借鏡長三角的經驗，並邀請應勇有機會來立法會訪
問。出席會面的還包括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及中聯辦副主任何靖。香港特區政府官
員和立法會議員均坦言，香港作為金融中心， 「不特別擔心」 競爭，要向前發展，
應與上海等內地城市優勢互補，更重要是提升自身競爭力。

考察張江科技城及證交所
立法會聯席事務委員會長三角地區職務訪問進入第
二天，亦是上海之行的 「重頭戲」。訪問團參觀考察
了張江科技城、上海證券交易所，與在滬港人團體午
餐，參觀長陽創谷、西岸徐匯濱江、拜會上海市主要
領導以及遊覽黃浦江等。
張江科技城展示的創新科技項目令訪問團興趣盎
然。如國際首個和中國原創的抗老年癡呆藥物，明顯
改善老年癡呆患者的認知功能障礙；智能光場相機密
集去除人像遮擋，可使罪犯無處遁形；三維視頻融合

技術將監控視頻與城市三維資料融合，實現任何時
間、任何角度的三維直觀重現等，令議員們頻頻發
問，歎為觀止。
立法會議員、新界社團聯會會長梁志祥指出，香港部
分人士近年 「
排外心」重，怕人家 「
搶飯碗」，某種程
度上窒礙創科人才來港發展的空間。在創科發展的路
上，上海與香港不應存在競爭關係，而是促進人才互
補，交流彼此的優勢，互利共贏。他說，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為香港的創科發展帶來難能可貴的機遇，使香港得
以發揮在科技研發、國際化及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
勢，港人應用好大灣區建設的優勢，提升自身競爭力。

立法會聯席訪問團昨參觀考察了張江科技城。

「同股不同權」股票 7 月納入「通」
隨後，訪問團來到上海證券交易所，在聽取交易所
介紹的同時，又與上交所一個智慧型機器員工 「珍
珍」互動，不時贏來陣陣歡笑聲。據稱，2014 年 11 月
開通的滬港通，體現了滬港兩地的合作共贏，創造了
證券交易的新模式。據稱，截至 2019 年 3 月底，滬港
通的總交易金額超過 12 萬億元人民幣，日均交易金額
達 119 億元人民幣。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表示，香港交易及結
算所有限公司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經詳細商討
後達成共識，在本港上巿 「同股不同權」企業的股票
7 月納入滬港通和深港通。劉怡翔指出，參觀期間與
上交所理事長黃紅元交流，對方向他介紹上海股票、
債券和基金市場的發展，但兩人沒有詳細討論上海科
創板納入滬港通的事宜。他說， 「互聯互通」是人民
幣國際化和香港與內地雙向資金流的重要渠道，擴闊
「互聯互通」對本港和內地均有利。有關上海科創板
納入滬港通的安排需要時間商討，雙方會繼續討論。
訪問團副團長、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主席張華峰認
為，面對上海設立科創板和試點註冊制改革，香港一方
面應積極爭取擴闊互聯互通，另一方面應集中精力提升
自身競爭力，爭取更多 「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企業來
港上市，尋找香港資本市場的創新發展之路。

九丑明判刑 各界指法治彰顯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法庭會將於明天
(24 日)就 「佔中九丑」一案作出判刑。各界人士都認
同今次判決能彰顯法治，具有啟示作用，並提醒各方
在表達自身立場及訴求的同時，都要守法並透過合法
途徑發聲，需要顧己及人。一旦做出違法行為就是要
付出代價。各人直指，2014 年的 79 天違法 「佔中」，
令香港陷入 「無法治」的混亂狀態，更破壞了香港的
法治精神、國際形象；而 「佔中九丑」等反對派煽惑
青年人犯法，帶來極壞的示範作用。

陳振彬：具有阻嚇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九龍社團聯會會長陳振彬估
計，今次法庭就 「佔中九丑」的判刑，會帶來一定程
度的阻嚇力。他慨嘆違法 「佔中」當年為香港帶來很
壞 的 影 響 ， 批 評 有 一 小 撮 人 為 了 一 己 所 謂 的 「理
想」，而不惜作出違法、阻礙他人的行為。而是次案

件判決明確地指出，作出違法行為，就是要付出相應
的代價。
陳振彬續說，香港一直以來都是很自由、很開放的
城市，市民絕對擁有言論自由，然而表達意見都不可
阻礙其他人及整個社會， 「所有的行動，一定要顧己
及人」。他引伸說，香港其實有不少途徑讓市民發
聲、表達意見，而這正正反映了社會對不同意見的尊
重。他最後強調，是次裁決將會彰顯法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社會服務基金創
會主席蔡毅表示，相信法庭會就 「佔中九丑」一案
作出公平、公正的審判。他坦言， 「九丑」應該要
受到法律的制裁，甚至是嚴懲。他說，今次案件最
重要的是給予廣大市民一個信息，就是一定要守
法，呼籲各界都應引以為戒。他續說，即使要表達
意見，都要合乎法律，並考慮是否對全港市民有
利。他也認同今次判決，會對日後類似案件具有啟

馬王 「美麗傳承」 周日爭 8 連捷

郭浩泉(右)對賽馬興趣加深後，與爸爸郭少明(左)的
話題也多了。
記者 何加祺攝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香港馬王 「美麗
傳承」將代表香港出戰 4 月 28 日在沙田馬場舉行的國
際賽事，若能延續不敗之績，將會創下 「
一季八捷」
的新紀錄，並超越前香港馬王成為本港歷來贏得最多獎
金的賽駒。其馬主郭浩泉表示， 「
美麗傳承」是第一隻
以個人名義豢養的馬匹，牠很有靈性，知道自己厲害，
性格變得有點 「
百厭」。初時買牠回來雖然沒有成績，
但經練馬師 「改造」後，開始展現實力，有越來越多
的驚喜，希望牠能勝出即將舉行的國際賽事。

馬主郭浩泉冀創新紀錄
富衛保險冠軍賽馬日將於 4 月 28 日在沙田馬場舉
行，當日將會上演 3 項一級賽，分別為 2000 米富衛保
險女皇盃、1600 米富衛保險冠軍一哩賽、1200 米主席
短途獎。香港馬王 「美麗傳承」將力爭衛冕冠軍一哩
賽。 「美麗傳承」是目前獲得全球最高評分的香港賽
駒，在今季已取得 7 場頭馬，平了香港賽駒單季勝出
最多頭馬的紀錄，若能在今場賽事延續不敗之績，將
會創下 「一季八捷」的新紀錄，並超越前香港馬王
「爆冷」成為本港歷來贏得最多獎金的賽駒。
「美麗傳承」是其馬主莎莎國際控股主席郭少明的
幼子郭浩泉，首匹以個人名義所養的馬匹，今年 6

香港馬王 「美麗傳承」 將於周日爭取一季八連捷。
歲，練馬師為約翰摩亞。郭浩泉表示，馬的名字是由
媽媽改的，希望把家族傳承給自己。他指，自從對賽
馬的興趣加深後，與爸爸的話題也多了，家人也為賽
事一起緊張。他坦言，不少前輩也對自己說，要有心
理準備很難再養到這麼厲害的馬，故自己也有不少壓
力。
他又說，自己探馬的次數比入馬場的多，雖然對馬
有敏感，但也會去探馬，從中發現每隻馬匹有不同的
個性，而 「美麗傳承」則喜歡吃薄荷糖，故牠的花名
為 「薄荷糖」。郭浩泉又指， 「美麗傳承」以前很
乖，但現在知道自己厲害，便開始有點 「百厭」，而
每次被人 「睇死」時，牠總會有驚喜，逐步將自己的
實力提升。

聽到馬蹄聲自己會加速
郭表示，初時買 「美麗傳承」回來打算讓牠跑打
賽，後來練馬師將牠 「改造」為跑一哩馬，開始跑出
成績。他笑指，牠好像知道自己很 「威水」，覺得比
其他馬叻，故有點脾氣。每次牠於陣上聽到馬蹄聲自
己便會加速，非常有鬥心。至於如何應對即將舉行的
大賽，他指練馬師會保持馬的健康，確保牠可出賽，
亦會讓牠更輕鬆及享受比賽。

昨日是 4 日復活節長假期的最後一日，外遊的市民都
啟程回港，準備今日上班。根據入境處的數字顯示，
周日共有逾 127 萬出入境人次，當中有超過 56 萬出境
人次，及 71 萬入境人次，最多人經羅湖口岸入境本
港，超過 17 萬人次，經機場入境亦有 94146 人次，而
去年先後啟用的高鐵西九龍站及港珠澳大橋亦成為旅
客入境的熱門之選，分別有 42795 及 64574 人次入境。
高鐵西九龍站抵港大堂昨日下午人頭湧湧，旅客需
要排隊等候出閘，港鐵有安排職員維持秩序，現場秩
序大致良好，沒有出現混亂。 「南下」回港的高鐵短
途列車再出現 「一票難求」現象，根據 12306 內地鐵
路售票網站，昨日從廣州南回港，由早上 11 時許至晚
上 9 時許約 20 個班次，車票已經售罄。
趁復活節假期與家人到桂林旅遊的羅先生表示，知
道票務緊張，他已提早逾兩周購買桂林回港的高鐵
票，可惜車票還是一早售罄，故此他們需要坐高鐵先到
廣州，再回香港。羅太太表示，雖然如此但旅程不算太
顛簸，列車速度很快，車廂很整潔，感覺很舒服。

西九龍站回港人潮不斷，港鐵安排職員維持秩序。
記者 馮瀚文攝

山頂纜車今起暫停
新巴開 X15 線疏客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山頂纜車今日起
暫停服務約 2 至 3 個月，以進行山頂纜車發展計劃。運
輸署預計，纜車停駛期間，山頂道、馬己仙峽道及司
徒拔道一帶的交通會顯著擠塞，在山頂公共運輸總站
排隊候車的人數預料會較平常多，乘客請遵從在場警
方指示，警方將視乎情況實施臨時交通安排及人流管
制措施，呼籲駕駛者避免駕車前往受影響地區，市民
亦應預早計劃行程。

金鐘至山頂不停站

示作用。

顏寶鈴：冀汲取教訓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飛達帽業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顏寶鈴指出，歷時 79 天的 「佔中」違法行動，令香港
一度陷入 「無法治」的混亂狀態，當時嚴重地影響各
行各業的正常營運，也影響了港人的出行及正常生
活。她進一步指出， 「佔中」更嚴重破壞了香港的法
治精神、國際營商環境及形象。她批評 「佔中九丑」
煽惑青年人犯法，為香港的青年人帶來了極壞的示範
作用。
顏寶鈴相信，今次法庭會依法作出最公正、最合適
的判決，彰顯社會公義，並維護香港法治。她希望青
年人從今次事件之中，得以汲取教訓，要嚴格遵守
《基本法》，了解到即使要表達自身的立場及訴求，
都一定要透過合法的途徑。

山頂纜車暫停服務期間，新巴會開辦特別路線 X15
號線，往來金鐘巴士總站及山頂公共運輸總站，沿線
不設中途站，全程車費為 12.4 元。由金鐘開出的班次
服務時間為每日上午 7 時至晚上 11 時 30 分；由山頂開
出的服務時間為每日上午 8 時至午夜 12 時。在花園道
纜車總站的乘客，可在花園道聖若翰座堂巴士站乘搭
巴士路線第 12A、12M、23、40 或 40M 號至金鐘，再
轉乘 X15 號前往山頂。
市民及旅客亦可乘坐新巴 15 及 15B 線前往山頂。至
於新巴 15C 號線明日起，在山頂纜車停駛期間暫停服
務。另外，位於山頂道近賓吉道的所有咪表停車位、
電單車停車位及殘疾人士停車位已由 4 月 19 日起臨時
封閉，直至另行通知。市民可瀏覽運輸署網頁 www.td.
gov.hk 或利用運輸署 「香港出行易」流動應用程式，
獲取特別交通安排及運輸服務資訊。

共享屋住戶同讚活出鄰里情
【香港商報訊】政府支持民間主導的過渡性
房屋項目，改善基層巿民的居住環境。有社福
機構推出計劃，為有迫切住屋需要人士提供租
金相宜的過渡性住房，還推動住客共建鄰里關
係，鼓勵年輕人參與，培養對社群的歸屬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7 年 9 月推出社會房屋
共享計劃，至今共提供近 250 個單位。計劃特
色之一，是租戶須與他人同住，共享空間。位
於土瓜灣下鄉道的一批單位屬社聯第六個項
目，由救世軍營運，提供 53 個面積介乎 600 至
1300 平方呎單位。每個家庭可享有 72 至 150 平
方呎獨立空間，而客飯廳、廚房、洗手間則須
與他人共享。單位設施一應俱全，備有風扇、
冷氣機、電磁爐、雪櫃等電器，以減輕住客的
開支負擔。

青年與母子守望相助

Sydney(左二)認為，糖水會等聯誼活動有助建立鄰里關係，
凝聚住戶向心力。

救世軍為項目注入 「共居、共生、共管」理念，要
求住客各盡一分力，服務社區，回饋社會，例如青年
為兒童補習或教授興趣班、家庭主婦為鄰里聚會煮甜
湯等。救世軍社區計劃高級主任馬澤淳表示，除輪候
公屋的家庭，機構也招募 18 至 30 歲有住屋需要的青
年入住，就各人能力所及，為鄰里提供服務，實踐
「共居、共生、共管」理念。他說， 「租戶入住時要
與鄰居建立關係，甚至服務整個社區；這是評估的條
件之一。」參與計劃人士也須符合多項申請資格，包
括正在輪候公屋或綜援、有迫切住屋需要、有收入證
明可負擔租金等。救世軍會舉辦簡介會和安排視察單
位，並與申請者見面，解釋有關理念和要求。
住客 Sydney 這晚為街坊舉辦糖水會，大人小孩均樂
在其中。 「機構鼓勵我們年輕人以打工換宿的概念，
為街坊組織一些義工服務。」Sydney 表示，入住初期
曾擔心與陌生人共住未必相處得來，但與隔壁的一對
母子共處後，感覺像一家人。 「那位母親很關照我，
平時做飯會算我一份，問我會否同吃；我獨居一室，

有空間溫習和做功課。我很欣賞這個計劃。」他認
為，共享房屋既讓他享有私人空間，也提供共用空
間，方便社交，居住環境並非如部分人想像般差。
社聯業務總監黃健偉表示，目前住戶繳付的租金中
位數約 3000 多元，較他們以往的租金支出節省約 1000
元；居住面積中位數也由以往約 60 平方呎，增至現時
約 106 平方呎。除土瓜灣項目，社聯在屯門、西環、
旺角、九龍城等地區也推行社會房屋共享計劃。

社聯預計 3 年供 500 單位
社聯預計，首 3 年提供 500 個單位，供 1000 戶居民
入住。計劃的單位由小業主、市區重建局或商界提
供。屋宇署、消防處等政府部門為計劃提供支援，包
括法律和技術諮詢，加快計劃推行進度。計劃早前更
獲公益金贊助 5000 萬元，主要用於裝修單位。
2019 至 20 年度財政預算案公布預留 20 億元，支持
非政府機構興建過渡性房屋。社聯認為撥款有助推展
房屋共享計劃，為營辦團體提供資金裝修單位，並吸
引更多機構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