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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讚新社聯是支持政府依法施政重要力量
【香港商報訊】新界社團聯會（新社聯）昨晚舉辦 「慶
祝國慶 70 周年、特區成立 22 周年、新社聯創會 34 周年」酒
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何靖、外交部駐港
公署特派員謝鋒、駐港部隊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陳貴斌等主
禮。林鄭致辭時讚揚新社聯是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一
股重要力量，在未來的日子，特區政府一定會和新社聯同
心同行，開創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中央對港信任理解尊重支持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中聯辦副主任何靖（右一）、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謝鋒（左二）
及一眾新社聯高層在新社聯創會 34 周年酒會上，一齊高唱國歌。

林鄭表示，香港各界對來自國家的支持深有感受： 「中
央對於特區政府的支持可以用 8 個字形容。」一是信任，中
央政府信任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可以準確落實 「一國兩
制」，令香港繼續在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保障
下，保持穩定繁榮。二是理解，回歸 20 多年來，中央政府
充分理解香港是一個特別的地方，有時亦相當複雜。三是
尊重，中央政府尊重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的判斷，亦都尊
重愛國愛港的團體，鼓勵大家多多參與政府和地方事務。
四是支持，無論是金融互聯互通等大政策，還是推動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的便民利民政策，中央政府都一一全力支
持。她說，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各界一起慶祝中國
成立 70 周年，堅信未來在中央的繼續支持下，香港的未來

會更加成功。

梁志祥撐盡快通過修例
新社聯會長梁志祥表示，創會 34 年來，新社聯一直弘揚
「團結、務實、服務、開拓」的精神，匯聚社會正能量，
全力支持香港和國家的發展。 「今年是國慶 70 周年大慶之
年，香港回歸祖國 22 周年，我們籌辦了多項大型慶祝活
動，與全港市民一同分享喜悅。」
他說，當前全球政經環境變幻無常，特別是美國對中國
作全方位的攻擊，對香港在修訂《逃犯條例》上不斷干預，反
對派多番惡意挑釁特區政府：「新社聯一定會繼續大力支持
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希望立法會響應 80 萬聯署支
持修例的強大民意，盡快通過修例，堵塞法律漏洞。」

陳勇籲各界守護法治
理事長陳勇表示，法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保障了
全港市民能夠共享社會建設的繁榮成果。他批評反對派將
法律問題上升至政治層面，藉遊行衝擊立法會、癱瘓交
通，蓄意傷害警務人員： 「這些暴行是對香港法治的嚴重
挑釁，我們堅決反對。」他呼籲各界守護法治，傳播正能
量的主流民意，為子孫後代守護好這座城市。

《清明上河圖 3.0》下月亞博展出
動態畫活現宋代環境汴京繁華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
道：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及香港回歸 22 周年，故宮
博物院和鳳凰衛視聯合主辦《清明
上河圖 3.0》展覽，將於 7 月 26 日
至 8 月 25 日在亞洲國際博覽館 3 號
館舉行。今次在港展覽的《清明上
河圖 3.0》是高科技互動藝術展演
走出故宮的第一站，其中 「開放城
市」 更是香港展覽設置的新展區，
共有 8 個場景、10 個裝置藝術；由
球幕影院播放的 「汴河碼頭」 ，能
讓參觀者置身《清明上河圖》中。
繼 2007 年、2010 年在本港展出《清明上河圖》後，
《清明上河圖 3.0》展覽將於下月重臨香江。民政事務
局局長劉江華昨午在啟動禮致辭表示，《清明上河
圖》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不單是重要的藝術作品，還
是生動的文化歷史，描畫了宋代汴京的繁榮景象，為
後世研究宋代生活提供了素材。過去在香港展出《清
明上河圖》廣受市民歡迎。此展覽去年在北京故宮舉
行時，吸引了 140 萬人次參觀。

互動藝術展演走出故宮首站
是次展覽是《清明上河圖 3.0》高科技互動藝術展演
走出故宮的第一站，由 「開放之城」《清明上河圖》
之旅、 「盛世長卷」巨幅動態高清投影、 「汴河碼
頭」180 度球幕影院、 「宋 『潮』遊樂園」親子民藝
體驗空間等部分組成，緊密融合藝術、文化與科技元
素，將原作細節和相關歷史背景進行數碼化轉譯。
「開放之城」及 「宋 『潮』遊樂園」首次在香港亮
相。

「開放之城」8 場景 10 裝置藝術
據介紹， 「開放之城」共有 8 個場景、10 個裝置藝
術，讓參觀者猶如置身宋代環境之中，感受傳統文化
與古老工藝。而 「盛世長卷」則呈現一幅近 5 米高、
30 多米長的《清明上河圖》巨幅動態高清投影，動畫

《清明上河圖 3.0》數碼藝術香港展覽舉行啟動禮上嘉賓合照。 記者 馮瀚文攝

180 度球幕影院重現昔日汴河碼頭情景。
的線稿部分由 20 多位原畫師歷時 400 多日手工製成。

球幕影院如坐船上細看汴河
至於 「汴河碼頭」球幕影院的 180 度影片，採用了
一鏡到底的技術，描繪汴河從白天到傍晚的生動景
象，更可讓參觀者置身其中，彷彿正坐在船上行駛在
《清明上河圖》的汴河上。
另外，專為親子群體而設的宋 「潮」遊樂園，則以
cosplay 形式打造出沉浸式宋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體驗
空間。展區內設置多個闖關任務，通過看、觸、聽、
賞、玩，讓大人小孩身臨其境，穿越宋代。

票價 10 元觀球幕影院加 25 元
展覽每日設有 7 場，每場 1.5 小時，預計最高可招待
60 萬人次進場。一般票價為 10 元，若想觀看球幕影院
的影片要加 25 元。由於球幕影院每次只能容納 20 人，
每日約有 60 場，或更需要提早訂票。市民可由今日起
在網上訂票。只適合 4 歲或以上人士。

許智搶手機案判社服及罰款
【香港商報訊】去年在立法會內強搶女行政主任手
機、被民主黨凍結黨籍的港島區立法會議員許智，
早前被裁定不誠實地獲益而取用電腦、普通襲擊及阻
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 3 罪全部罪成。鄭念慈裁判官昨
早在東區裁判法院判刑，3 罪合共判罰 3800 元及 240
小時社會服務令。有建制派議員對判刑表示非常失
望，希望律政司提出上訴，判一個更有阻嚇力的懲
罰。
根據判刑，許智不誠實地獲益而取用電腦罪被判
240 小時社會服務令，普通襲擊罪判罰款 3000 元，至
於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罪，判罰款 800 元，罰款於
擔保金中扣除。
許智在庭外被問到今後是否不再作出犯法行為，
如搶手機。他聲言不會因為今次案件而放棄在議會內
外抗爭，又指抗爭有多種方法，不排除用任何方法，
但會檢討用較好的方法。

葛珮帆指判刑輕冀律政司上訴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對判刑表示非常失望，坦
言收到不少市民反映，指許智明搶手機，加上是次
被控的 3 條罪行都是嚴重的罪行，竟然不用坐監，只

180 度球幕影院展現汴河碼頭夜景。

《清明上河圖 3.0》特色
展區

特色

開放之城

共有 8 個場景、10 個裝置藝術，讓參觀者猶如置身宋代環境之中，感受傳統文化與古老
工藝。

盛世長卷

呈現一幅近 5 米高、30 多米長的《清明上河圖》巨幅動態高清投影，再現經典巨作。

汴河碼頭

球幕影院的 180 度影片採用了一鏡到底的技術，描繪汴河從白天到傍晚的生動景象，讓
參觀者置身其中。

宋「潮」遊樂園

以 cosplay 形式打造出沉浸式宋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體驗空間。展區內設置多個闖關任
務，通過看、觸、聽、賞、玩，讓大人小孩身臨其境，穿越宋代。

古今的對話

主辦方邀請了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藝術家、設計師等嘉賓，向廣大市民舉辦一
系列與《清明上河圖》相關的主題講座。

港鐵手機 App 今起增到站轉線提示
【香港商報訊】港鐵昨日宣布，手機應用程式
MTR Mobile 今日起推出 3 項新功能。其中運用信標
（Beacon）和全球定位技術的 「落車提示」功能，
乘客只須在 MTR Mobile 輸入車程起點及目的地，
手機便會在列車到達轉乘車站或目的地時提示乘客
落車。

港鐵 8 巴士線實時到站時間
港鐵表示，新功能還包括進階版 「行程指南」，程

許智搶走政府女職員手機判 240 小時社服令及罰款。
判罰款了事，認為是不公道，指律政司應該上訴；她
又說，有家長反映明搶手機及欺凌女性只獲輕判，是
向社會釋出錯誤及危險的信息，擔心孩子會 「有樣學
樣」。
葛珮帆說，法庭在許智犯下嚴重罪行，而缺乏悔
意的情況下判社會服務令，社會嘩然，相信不少市民
與她一樣，希望律政司提出上訴，判一個更有阻嚇力
的懲罰。

式內的 「鐵路行程指南」和 「輕鐵行程指南」，會分
別向乘客提供最接近搜尋起點和目的地的地鐵和輕鐵
資訊。 「行程指南」第一階段除先行整合這兩個指南
外，更提供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交通資訊，如小巴、
巴士、渡輪等，方便市民計劃行程。在下一個階段，
「行程指南」將會運用列車服務延誤時的交通數據，
為乘客提供替代路線及更實時的車務信息。
第三項新功能是：港鐵 8 條巴士路線提供 「實時到
站時間」，讓市民可得悉港鐵巴士預計到站時間。

港澳洲海關聯合打擊毒郵包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海關聯同澳洲邊
防局及澳洲聯邦警察，在本月初一連 5 日展開聯合行
動，打擊兩地間利用空運郵件販運毒品活動，期間兩
地部門共偵破共 20 宗案件，檢獲市值共約 70 萬港元
的不同毒品，海關表示，將會繼續與外國執法機關加
強合作，以打擊跨境販毒活動。
聯合緝毒行動在本月 3 至 7 日進行，海關與澳洲執

法部門聯手打擊兩地間，利用空運郵件販運毒品的活
動，海關發言人昨日總結行動時表示，兩地部門共偵
破 20 宗毒品案件，檢獲約 6.4 公斤懷疑γ-丁內酯、
約 1.8 公斤懷疑毒品及約 7.5 公斤懷疑第一部毒藥，估
計市值共約 70 萬港元。海關表示，將會繼續與外國執
法機關加強合作，包括進行情報交流及採取聯合行
動，以打擊跨境販毒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