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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情人節，與情人吃大餐慶祝，再送上
一束美麗鮮花，十分浪漫。今年玫瑰花與情人節自
助餐都有漲價，有花店指，玫瑰花較平日貴一倍，
但男士依然捨得花費，預料生意額較去年多三成。
有男士豪花六千八百元訂購九十九枝玫瑰送給女友
。食肆情人節餐雖漲價一成，但早已預訂一空。

本報記者 虢 書

男士6800元買花贈佳人
情人節玫瑰貴一倍 晚餐加一成

航空事故公布機制檢討
【本報訊】民航處去年約有五百宗航空事故，

較前年跌兩成，嚴重事故則由前年的四宗跌至去
年的一宗，但當中只得少數是處方主動對外公布
。民航處處長羅崇文表示，處方正檢討事故發布
機制，預計最快在今年中落實，每半年公布一次
。他透露，正與業界商討細節，初步會公布事故
數據，包括事故數字、注意事項、民航處善後工作
等。

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羅祥國表示，希
望處方列出涉及事故的航空公司，有助民間監察航
空服務。他認為，航空事故數字下降顯示航空技術
進步，乘飛機會越來越安全。

朱古力店推限量版禮盒
【本報訊】情人節送一盒朱古力給心愛的

人，寓意甜甜蜜蜜。有朱古力店新推出限量情
人節朱古力禮盒，由一個心型空心朱古力滿載
細心型朱古力，表達 「愛在心中」。店舖透露
，已有男士預訂售價近三千元的大禮盒，但新
年和情人節相近，加上經濟前景不明，預料今
年大豪客會減少，但情人節男士定會消費，生
意額可按年升兩成。

比利時朱古力品牌 Leonidas 於情人節推出
四款朱古力禮盒，當中最特別的是新推出的
「愛．在心中」限量版禮盒，由紫紅禮盒裝載

一個大的心型朱古力，打開裡面還藏有四款十
二粒細的心型朱古力，寓意情人在心中擁有最

重要的位置。Leonidas 香港店老闆黃家寧表示
，剛過去的聖誕節和農曆新年的銷情都很理想
，而情人節是不少年輕人重視的節日，預料生
意額比去年同期有一成半至兩成增長，禮盒銷
售可到達三千至五千盒。他透露，有男士已預
訂二千八百八十元，包含一百八十八粒朱古力
的超大心型禮盒，而內地 「個人遊」旅客增多
，來買情人節禮物的也增加了一成。但受經濟
不明朗影響，預計豪客會減少，人均消費約三
百元。

主打慕斯蛋糕和法式甜點 Macaron 的 Paul
Lafayet，推出紅白兩款新的心型慕斯蛋糕，分
別為罌粟花和朱古力口味，還有新口味的
Macaron，情人節也會轉用新包裝。經理 Toni
Younes表示，香港人熱愛食物，尤其是女性嗜
甜，相信生意不會受經濟影響，生意額可按年
升兩成。朱古力、糖等原材料價格增加兩成，
但情人節期間不會加價。

Thomas Haas 主打玫瑰花形朱古力，限量
一千粒，代理商負責人岑耀強則說，主要是內
地客帶動生意，在同一商場的攤位，遊客較多
的一邊生意可高出四至五倍，他預計因此生意
額會比去年多一倍，但本地客消費可能出現負
增長。他表示，由於朱古力是 「斷粒賣」，不
敢加價太多，只微升百分之五，但可可等原材
料價格最高升幅高達八成。

車牌63五百萬成交
【本報訊】運輸署昨日舉行新春車牌拍賣，共推

出四十五個車牌號碼，逾半數有 「好意頭」的 「8」
及 「3」數字，總成交價錄得一千一百八十一萬元，
其中無字頭 「63」車牌成全日最高價，以五百萬元成
交。有車牌公司負責人認為，成交價合理，且屬預期
之內。

四十五個車牌號碼包括四十三個傳統車牌及兩個
自訂車牌，大部分為 「好意頭」的數字組合，如
「BB 888」、 「PP 888」、 「HK 3888」等，吸

引逾百名市民到場，競投氣氛熾熱，惟最終有九個車

牌因無人出價而被收回。
全場高潮落在無字頭的雙位數車牌 「63」上。拍

賣官開出底價三百三十三萬元，隨即引來全場嘩然，
但無損競投氣氛，叫價一口接一口，經過約二十口叫
價後，由一名女子以五百萬元成交，但她稱是代朋友
競投，未有回應任何提問。同屬無字頭雙位數車牌
「87」底價更高達四百八十三萬五千元，惜無人出價

競投而被收回。自訂車牌 「ZZ」則以一百二十五萬
元成交，屬第二高價， 「262」及 「PP 1」則以六
十萬元成交。

優質幸運車牌中心負責人顏文翰表示，昨日拍賣
的車牌都是 「最靚號碼」，認為 「63」的成交價
價錢合理， 「五百萬元為預期內」，但直言 「87」
的底價偏高。至於 「ZZ」則比雙位數車牌 「22」更
保值，因可自由轉讓，更為保值，成交價逾百萬元也
屬預期。

「63」車牌以五百萬元成交，但仍遠低於運輸署
歷來的最高成交價。資料顯示，○八年二月，本港電
子大王張程光以一千六百五十萬元投得諧音 「實發」
的無字頭 「18」號車牌，高出底價兩倍，打破本
港開埠以來車牌拍賣紀錄。而第二位則為英皇集團
主席楊受成於九四年以一千三百萬元投得的 「9」號
車牌。

考察港珠澳大橋建設
朱小丹：白海豚不搬家

【本報訊】據中新社珠海消息： 「白海豚不搬
家，也是港珠澳大橋項目的建設目標。」廣東省委
副書記、省長朱小丹昨日率有關部門負責人赴珠海
考察港珠澳大橋工程建設情況，強調要高度重視珠
江口生態環境保護。

當天上午，朱小丹一行前往港珠澳大橋珠澳口
岸人工島實地察看施工進度。珠澳口岸人工島目前
東南護岸堤身已經完成，陸域初步形成，工程在有
序推進中。朱小丹仔細詢問了大橋建設中自主創新
、安全生產、生態保護、環境保護等方面情況。
當了解到施工現場臨近中華白海豚保護區後，朱
小丹反覆強調，港珠澳大橋項目建設不僅要注重
對人類的貢獻，同時要高度重視珠江口生態環境
保護。他說， 「要讓白海豚成為港珠澳大橋的形象
代表。白海豚不搬家，也是港珠澳大橋項目的建設
目標。」

隨後，朱小丹還與有關部門和單位進行了專題
座談。珠海市市長何寧卡、中國交通集團副總裁陳
雲就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有關施工進展作了
匯報。朱小丹對港珠澳大橋建設的組織和實施工
作給予了充分肯定。朱小丹表示，港珠澳大橋項
目關係重大，是舉世矚目的偉大工程，及時解決
項目實施過程中的突出問題非常必要。希望各方
加強相互溝通，協商協調，確保項目按計劃進度
推進。

昨日的旺角花墟早已擺滿一束束紮好的鮮花，情人節氣氛濃
厚，不少男士都趁着周日到花墟訂購，希望趕及在情人節一早送
到另一半手中。繽紛鮮花店分店主任陳佩珊說，今年有一百九十
款不同造型的花束供選擇，較去年增加逾一倍，價格介乎約一千
元至二千六百八十元，平均較去年同期貴約百分之五。玫瑰花比
平日貴一倍， 「平時六蚊一枝，而家十二蚊」。花店已收訂單逾
千份，較去年多一成，她說，因今年情人節與農曆新年相隔較遠
，男士有足夠時間來選擇，並希望情人可在辦公室收到花， 「今
年早咗落單，早咗爆滿」。她又透露，很少男士會講價，以她所
見消費力仍較強，有男士花六千八百元訂購了九十九枝玫瑰，預
計人均消費一千二百元，生意額按年升三成。情人節當天會預留
約三百束鮮花現場售賣。

花店料生意額升三成
繽紛今年主打藍色系列的花束，一束十九枝寓意 「一心一意

、長長久久」。今年亦全面取消網上訂花，陳佩珊笑言，因有男
士透露，不少女友收花後喜歡上網對比價格， 「平咗又唔鍾意，
貴咗又話嘥錢，訂花人壓力好大」。

另一間花店櫻花店助理花藝店長姚碧玉表示，農曆新年過了
半個月，寫字樓、商舖幾乎都還是上班、營業，料今年銷售量可
上升兩成。現時已收到過百張訂單，早在農曆年前已有人預訂，
有男士花近五千元訂九十九枝玫瑰，希望在情人節向女友求婚。
由於鮮花供貨量少，來貨價升幅約一成，但零售價與去年持平。
另有新推出心型鮮花禮盒，裝載十一至三十三枝玫瑰，售價八百
至千二元不等。

情人節晚餐早爆滿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指，餐廳的情人節晚餐基本已

預訂完畢，以酒店五百至六百元的自助餐最受歡迎， 「食情人節
晚餐係咁多年嘅指定慶祝活動，無分年紀，有老人家都會出來慶
祝」。他又說，不少人去年情人節訂不到位，只能退而求其次，
今年紛紛提早預訂。平均價格上升約一成，預計生意額升一
成半。

APM投放一百五十萬元作為情人節宣傳推廣費用，並舉辦
十至十五個來自廣州、深圳及東莞的 「甜蜜蜜情人旅客購物團」
。新地租務總經理馮秀炎表示，鮮花、朱古力、首飾等商戶均對
生意表示樂觀，預計商場由上周六至情人節，人流可達一百二十
萬，營業額三千三百萬元，分別升一成至一成半，及一成半至兩
成。

【本報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昨日表示，即
將推行的粵港自駕遊計劃屬試驗性質，第二階段的內地
車輛來港，將視乎第一階段香港私家車北上的效果，政
府會循序漸進，小心考慮，現時未有具體時間表。

針對社會近日對粵港自駕遊的高度關注，鄭汝樺表
示，明白社會的關注。她解釋，即將推行的粵港自駕遊
計劃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只涉及香港的私家車北上
廣東省，且由非常小的配額開始，每日大約有五十
個名額。至於第二階段，即內地車輛來港，則未有
具體時間表，若第一階段暢順運行，會總結經驗後
再考慮。

當被問到會否因為社會上有不少反對聲音，而考慮

擱置計劃，作公眾諮詢，鄭汝樺強調，即將推行的粵港
自駕遊計劃屬於試驗性質，現時未有恆常政策，該計劃
的成效會成為日後恆常政策的參考，政府亦會就多方面
因素小心考慮，包括高度關注道路安全、交通負荷及環
境等。她指，現時只用深圳灣一個口岸，只要謹慎、循
序漸進，便可實施計劃。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亦表示，第一階段是
限量以及一次性的試驗，在考慮第二階段容許內地人到
香港自駕遊，仍未有時間表，但明白港人對於香港路少
車多以及環保要求等方面的憂慮，他相信兩地政府在推
行前，會小心謹慎考慮，確保計劃的實施是符合兩地情
況。

輪候器官移植 腎臟最難
【本報訊】 「這半年，我學曉什麼是珍惜，因為我

每日最希望的，就是見太太的一小時，難聽點講，可能
今天見到太太，明天我就見不到她。」黃太在半年前因
急性心臟衰竭，需接受心臟移植手術，等到猶如剛出生
的嬰兒般充滿希望。能逃離鬼門關，就是黃生黃太最大
的情人節禮物，但不是所有伴侶都像他們般幸運，能繼
續執子之手，香港移植學會會長蔡寶英表示，本港有千
九名病人輪候器官移植，平均要等五至十年，主因是捐
贈者的家人不同意。

捐贈者家人希望捐贈者離去時完完整整，結果是間
接令一些家庭不完整。蔡寶英說，去年有一百五十一人
接受器官捐贈，較前年的一百九十一人，少兩成一，她
希望捐贈者盡早簽署捐贈卡，並告知家人意願： 「希望
隨着知道器官捐贈和器官移植的積極性後，大家會慢慢
改變。」現時本港有一千九百二十七人等候器官移植，
等腎臟的有一千七百八十一人，佔九成二，靠洗腎續命
，等肝臟有一百零九人，等心臟的有九人。

目前本港有超過四千人，接受器官移植，延長生命
的時間，平均每人 「長命」十至三十年，足顯器官移植
的重要性。昨日，移植學會、醫管局和衛生署舉行器官
受贈者的感恩大會，逾二百人參加。除患難見真情的黃
生黃太外，患血癌的黎佩珊和慢性肺阻塞的葉志賢，對
捐贈者萬分感激，誓要好好過活。

三十八歲的黎佩珊，廿二年前確診患癌，本來只得
三個月壽命，幸得弟弟捐骨髓，撐到今天，最令她難忘
的是其媽媽每天由將軍澳走到瑪麗醫院探望她： 「能與

媽媽在一起，是我最開心的時間，將來她有什麼病痛，
我都會用盡各種方法照顧她，給她最好的治療。」六十
四歲的葉志賢，昨於大會上表演吹口琴。十年前，他只
剩一成肺功能，要靠氧氣機維生： 「若肺功能持續下降
，或只剩幾個月命。」幸好輪候一年後，他終能接受雙
肺移植手術，重新學習二胡和口琴，到社區中心、老人
院、醫院等地方表演： 「我曾患病，知道當中的痛苦，
住醫院很悶，希望用音樂將歡樂帶給病人。」

香港移植學會聯同香港醫院管理局和衛生署，昨日
舉辦器官受贈者感恩大會，有逾200名器官受贈者參加。

傳統藝術可發揚光大
【本報訊】上月舉行的西九大戲棚反應熱烈，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撰文表示，市民的反應證明
了傳統藝術具可塑性，認為未來數年要善用西九用
地，並指西九管理局將保留十二公頃土地舉辦音樂
會、小型藝術節等連串活動，以迎接西九文化區落
成。

曾德成昨以 「『西九大戲棚』的啟示」為題，
在其網上專欄 「局長隨筆」談及西九大戲棚是市區
三十年來搭建最大型的竹搭戲棚，勾起了大眾舊日
回憶。大戲棚短短幾天已吸引十二萬人次進場，
「從各方的反應看來，這次活動為粵劇注入了新活

力，證明這種傳統藝術具有可塑性」。
他也謂，西九大戲棚糅合了傳統和現代文化、

技術，為古老的粵劇增添了新元素，並促成了不
同年代藝術家的合作，同時帶來新思維、新衝擊
，啟發粵劇與其他藝種的互相吸收、融合，與時
並進。

雖然西九戲曲中心預計最快也在二零一五完成
，但曾德成表示，明年至二零一四年間，大戲棚可
發展成為年度活動，並延長時間，還可加入其他傳
統藝術表演、藝術展覽，和策劃電影節目。西九管
理局亦計劃在西九推廣戶外表演文化，如舉辦即興
音樂會、小型藝術節，並與音樂團體、個人表演者
、街頭表演者等合作，建立夥伴關係。

◀商場配合
情人節，精
心布置，吸
引人流

▲有品牌推出情人節心型朱古力禮盒

▲左至右：受贈者骨髓移植20年黎佩珊、肺移植
10年葉志賢、腎移植30年馬家駿、心臟移植文麗
芳、肝臟移植黃秀香

粵港自駕遊屬試驗
鄭汝樺：第二階段未有時間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