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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百年鈔內地漲10倍
商家：未來行情仍難預料

十五日上午在廣州縱原郵幣卡收藏品市場，有商
家在門口用大幅廣告牌寫明高價現貨收購及出售中銀
百年紀念港幣，商家單張發售價格為八百到八百五十
元人民幣。如果有紀念鈔要出售，商家紛紛表示要看
過現貨後才能定價，普通的單張在七百元左右，有數
字 「四」和 「七」的價格稍低，而靚號的可給價一千
元以上。

記者在國內著名網購平台淘寶網上搜索 「香港中
銀百年紀念鈔」，出現數十條結果，單張售價從人民
幣八百六十元至一千元不等。其中開價最高的為深圳
一賣家，開價一千二百八十八元人民幣，按十五日人
民幣兌換港幣匯率一點二三一四計算，折合港幣約一
千五百八十六元，是其發行價一百五十港元的十倍。
該店已有四筆成交，賣家還特別說明 「行情變化太快
，請在1小時內付款，過時不候。」

價格仍在不斷變化
有商家表示，該幣是新品種，目前價格仍在不斷

變化當中，甚至幾小時之內都會有變化。 「行情未來
怎麼變誰都不好說，有可能會繼續升，也有可能明天
就跌到五百塊一張了。」一家收藏品店的老闆謝先生
介紹，十五日該款紀念鈔的價錢已經有所回落，十三
日剛出時單張一度賣到一千多元，他店裡有幾張都是
千元以上入貨的。謝先生告訴記者，由於已經有買家
預定和廣泛的客源，他仍會繼續收購該款紀念鈔。有
商家還表示， 「有多少現貨就收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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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松青被頒令破產
【本報訊】前佳寧集團主席陳松青因拖欠恒生

銀行創辦人林炳炎之子林秀峰逾億元古董賠償金，
去年十月遭林秀峰申請其破產，案件昨原定在高院
開庭聆訊，陳松青卻沒有到庭抗辯，聆案官何志賢
隨即以當事人放棄抗辯，即時頒令陳松青破產。不
過，陳仍然有權向法院提出反對破產令。

林秀峰去年中獲高院判其索償勝訴，可向陳松
青討回兩件古董以及拍賣三件古董的收益一億一千
萬元，陳申請上訴不果，林依判決有權先取回賠款
，但陳遲遲未肯還款，林卒決定以申請陳破產的終
極法律手段，迫令對方還錢。因為法庭若頒下破產
令，法院便會把陳名下資產交回破產管理人重新分
配，以清還所有債權人的欠款。陳除了未賠償過億
元予林秀峰外，林之後再獲高院判其額外得到一千
一百八十萬元古董拍賣差價賠償金，理由是當中兩
件已出售的古董出現損壞，以致影響最終拍賣收益。

資料顯示，佳寧集團於一九八三年遭申請清盤
，陳松青名下的多件珍品被收歸清盤人，以出售還
債。林秀峰在一九八二年五月應陳松青要求，借五
件古董給陳放於佳寧中心，當中包括一件極名貴的
清朝錦雞圖雙耳瓶。林於一九八七年要求陳將古董
歸還但不果，事情一直拖延至二○○五年，林從報
紙得悉，原本屬於自己的錦雞圖雙耳瓶已透過蘇富
比拍賣行，以天價一億一千五百萬元售出，馬上興
訟向陳追討。陳則否認向林借古董，辯稱是以五百
萬美元向林購入其中三件古董，另兩件是他向其他
收藏家購入。陳最終被判敗訴。陳之後不服高院判
決，提出上訴，並向上訴庭申請暫緩執行判決。但
上訴庭認為陳沒有合理勝訴期望，故駁回其申請。
代表陳松青的大律師曾於庭上表示，如要陳賠償後
再上訴，會對他構成很大財政壓力。陳最後選擇放
棄上訴。

【本報訊】中銀發行的百周年紀念鈔票雖然已
全部派畢輪候換購的籌，但昨日仍有大批市民到銀
行分行排隊，希望拿籌購買紀念鈔，銀行呼籲市民
不要再前往排隊。

中銀香港原定一連七日發售總共一百一十萬張
面值一百元的百年紀念鈔，因反應熱烈，前日增加
派籌，結果全部的籌已於前晚派完。昨日，在葵涌

興芳路中銀分行，有人排隊憑籌換購紀念鈔，有人
以為又派籌，一度有過千人排隊，銀行職員需在門
口高舉告示牌，通知排隊人士籌已經派畢，呼籲他
們不用再等候，警員在現場協助維持秩序。在黃大
仙分行，一度有百多人排隊，職員在銀行門口貼出
告示，通知市民所有籌已派完。

中銀香港發行的百年紀念鈔十三日發
售以來在港引起搶購熱，內地炒家的追捧
更令該款紀念鈔身價倍增，面值一百港元
的單張紀念鈔，十五日在國內市場售價人
民幣八百至一千三百元左右，折合港幣一
千到一千五百多港元，較其單張面額翻了
十餘倍。有商家表示，價格已經有所回落
，但未來行情是漲是跌仍難預料。

【本報記者曾春花廣州十五日電】

【本報訊】明日農曆正月廿六觀音開庫，最 「逼
爆」的紅磡觀音廟，借庫利是額高達八億八千萬元。
主辦單位將於今早七時派籌，十多名特別誠心的善信
，周一起陸續在排隊 「打地鋪」和 「擔櫈仔」，今年
第二次借庫的麥生，是排隊高手，昂坪360啟用當日
，他亦是排頭位，迪士尼樂園開園當日，他亦是首批
入場。他笑指，最初排頭位是為了挑戰為開庫排隊數
十年的麗姐，今次繼續不飲水不如廁寸步不離，是為

了向觀音表敬意，感激觀音給他一家健康平安，令他
成功戒煙。

受港鐵興建觀塘延線影響，市民由佛光街轉往蕪
湖街臨時遊樂場， 「爆滿」的話其他市民需在青州街
遊樂場排隊。雖未正式派籌，已有數名市民在該處
「霸位」，他們本互不相識，因排隊有了 「一年一會

」的緣分，更開始 「集團式排隊」，接力好讓大家輪
候回家休息。六十三歲的麗姐，差不多年年排第一，
去年二月中風，都戴着口罩撐着來排隊。

一心為挑戰麗姐的麥生，去年首次加入 「排隊兵
團」，為了做第一，他去年向麗姐說： 「妳不用那麼
辛苦，以前妳瞓（通宵霸位），現在我瞓。」住在東
涌的麥生，迪士尼和昂坪360啟用時，提早一晚排隊
，觀音開庫更是早三晚排隊，承認自己不願排第二：
「若有人早一周排，我下次會早兩周。」每天，他的

太太及兩個四歲和八歲女兒都會前來排隊和探望：
「我求順利平安，借庫後，設計生意很順利，我亦成

功戒煙，之前兩次戒煙都失敗。」。

借庫還庫營業額料升兩成
為疏導人流，華人廟宇委員會建議，每名入廟參

拜市民只帶三支細香，另可因應個人喜好，帶備水果
和鮮花糖果等。附近寶燭店一樣 「做到冇停手」。好
運寶燭負責人朱小姐和駿金香店負責人蔡生均表示，
內地人借庫和還庫時特別豪爽。朱小姐說： 「他們要
大靚貴好。」售數百元、高兩層的金蓮花，是內地旅
客的心頭好；蔡生則預計今年借庫還庫營業額升兩成
： 「港人多數買三、四十元壽金，內地人一買買百多
元。」

康業稱違規裝置已拆除
【本報訊】就私隱專員公署發表調查報告指，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旗下管理的一個屋苑，○九年在
員工更衣室外安裝針孔攝錄機拍攝員工行動，康業
昨日回應稱，當日接獲私隱專員公署通知後，已即時
勒令該屋苑管理處拆除裝置並銷毀所有紀錄資料。

康業表示，該次個案屬個別事件，該公司一向
支持維護個人私隱，內部培訓各級員工，定期發放
公署所訂守則予員工，不容許違反私隱條例的不當
行為。公司隨後再次發出私隱條例守則予轄下所有
屋苑，提醒所有員工須嚴守有關法例。

康業的前僱員向公署投訴前僱主公司，○九年
透過針孔攝錄機拍到的影像，查知他長時間逗留在
更衣室，遂以擅離職守將他解僱。公署調查後，認
為公司以監察員工為由安裝針孔攝錄機，嚴重侵犯
私隱，違反保障私隱資料原則。

【本報訊】由商界人士發起的 「香港精神」活動
開始接受報名，今年目標是選出十位人士新任 「香港
精神大使」，希望透過各人的自身經歷和故事分享，
表揚他們逆境自強同時發揚香港精神。活動召集人陳
仲尼稱，鑑於去年提名只得一百人左右，今年將會加
強宣傳。

獲選為一一年香港精神大使的蘇偉健，今年三十
五歲，出生時因醫療意外引致腦部缺氧，造成大腦麻
痹，生活旅程比正常人辛苦， 「我拎個水杯都無力，
講句說話都要特別用力，讀書時考試寫字就最困難。
」蘇偉健在大學畢業後，有兩年時間曾經失業，一直
未找到工作，因此已變得自暴自棄。後來經接觸社工
，得到開解後的蘇偉健再次投入生活， 「我明白到個

天好似一個編劇咁，佢編咗呢個角色，就有我既任務
喺度。」蘇偉健正式成為傷健協會的社工，更在○五
年時，躋身填詞人之列，化名為 「喬星」，代表作包
括一○年為張學友填詞的《Double Trouble》，
「我既歌詞都係嚟自我嘅生活，因為我嘅經歷比好多

人都豐富，用生命影響生命。」
活動提名期由即日起至五月九日，並會在九月公

布結果，被提名人不限年齡，但需為富有人生閱歷和
令大眾產生認同感的香港居民。昨日出席 「二○一二
香港精神大使」活動包括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
活動發起人劉鳴煒和梁宏正、擔任活動評選的智經研
究中心主席胡定旭等。

新社聯促關注兒童發展
【本報訊】實習記者胡禮富報道：新界社團聯

會請願，促請政府關注兒童發展、減低父母負擔，
建議實施幼稚園學前免費教育、設立學生課外活動
補助金、設立兒童醫療券及縮短為有發展障礙兒童
的服務輪候時間，要求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中推行
長期性及針對性的措施幫助兒童成長。新界社團聯
會理事長陳勇與副理事長陳恒鑌，促請財政司司長
減輕父母需繳付的學費和幼稚園的雜項開支，利用
省卻的錢供兒童參加其他有益的活動及作生活開支
之用。設立學生課外活動補助金，減少學生因家庭
經濟困難而無法參加課外活動的情況，也降低阻礙
兒童全面發展的機會。

觀音開庫善信早三晚排隊
紅磡廟最逼爆借庫利是8.8億

爆流感小學2童確診乙流
【本報訊】衛生防護中心調查大角咀一間小學流

感疾病爆發個案，涉及二十名學生，年齡介乎六至九
歲，其中一名男童需入住醫院，證實診斷患上支氣管
肺炎，其鼻咽拭子樣本對乙型流感呈陽性反應，而其
他兒童現時病情穩定。另外，再有一名四歲女童確診
感染乙型流感的嚴重個案，現時情況穩定。

受影響的兒童為十二男八女共二十名學生，年齡
介乎六至九歲，他們自本月五日陸續出現發燒、咳嗽
和喉嚨痛等呼吸道感染徵狀，當中十六名受影響兒童
曾求診，並有一名六歲男童需入住一私家醫院，其餘
受影響兒童現時均情況穩定。

屯門50小學生疑食物中毒
【本報訊】屯門湖景邨的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五十名學生在學校進食午膳供應商的食物後，懷
疑食物中毒，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正在調查。

五十名學生分別是二十八男二十二女，年齡介
乎七至十二歲。他們於本周二，在校內進食午膳供
應商 「盈信膳食天地」（Fit for Life Luncheon and
Catering Service）提供的粟米豬扒飯，約一至二十
小時後，陸續出現腹痛、肚瀉、嘔吐和噁心的徵狀
。全部受影響人士均情況穩定。

劏房工廈租戶求暫延封閉
【本報訊】大角咀洋松街劏房工廈封閉令在下月

七日生效，惟大部分居民未有容身之所，社區組織協
會昨日與該工廈的數十個劏房戶代表與屋宇署會面，
要求立即延遲申請封閉令，要求暫延封閉。居民表示
，市面租金昂貴，難以租住地方，擔心即將無家
可歸。

洋松街工廈劏房分別為三個工廈單位，共分割成
六十多個劏房，由於工廈改裝成住宅用途屬於違法，
屋宇署三年來已向單位業主發出數次清拆令，惟一直
沒有被遵從，因此屋宇署去年底決定在今年三月七日
向法庭申請封閉令，即要求封閉該工廈劏房，所有劏
房必須在此日期前搬出單位。

混淆斤両小販遭定罪罰款
【本報訊】消委會去年接獲的參茸海味店的不良

銷售手法增加，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指，海
關會定期派員巡查零售商戶，亦會於長假期調派快速
行動隊處理緊急投訴，近三年來對參茸海味商戶合共
巡查近二千多次，並作出九次的檢控，其中於今年年
初，成功檢控兩名企圖混淆斤両的小販，遭法庭定罪
，分別罰款五千及二千元，而相關的貨物亦被充公。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稱，為確保商戶遵
守法例的規定，海關會定期派員巡查商戶，同時亦會
於長假期更會加派人手巡查一些購物熱門地點及旅客
區，並會調派 「快速行動隊」處理緊急投訴。今年一
月，成功檢控兩名售賣乾鮑的小販，他們以物件完全
或部分遮蓋價錢牌上的計價單位，意圖以 「混淆斤両
」的手法欺騙消費者，結果被法庭定罪並充公有關貨
物，強調海關會繼續密切留意巿場狀況，有需要時會
增加對涉嫌不良的商戶採取針對性行動。

香港精神活動開始報名

中銀：籌已派完 勿再排隊

▲ 主辦單位
將於今早七
時派籌，周
一起已有善
信陸續在排
隊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明日開庫最 「逼爆」 的紅磡觀音廟，借庫利
是達8.8億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大角咀洋松街工廈劏房戶一個月內需遷出
單位，但大部分居民卻未有容身之所

▲商家在門口用大幅廣告牌寫明高價現貨收購及出售中銀百年紀念港幣 本報記者曾春花攝

▲新界社團聯會請願，促請政府關注兒童發
展、減低父母負擔 本報實習記者胡禮富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