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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澳博澳門打吡贏澳博澳門打吡安心居安心居

翡翠明星步勁增強
現初步將周三快活谷夜

馬數組報名馬匹狀態逐一簡
評如下：

第一組： 「玉峽生輝」
力度增強。 「城中話題」水
準不弱。 「風雲上將」操足
而臨。 「勁有盈」上賽水準

。 「幸運雄威」有火有力。 「金笸籮」收身上力
。 「小宇宙」成熟再進。 「喜惑」步勁增強。
「大進」火力保持。 「吉利大師」非最佳時。
「金桂飄香」水準一般。 「幸運多寶」比上回

好。
第二組： 「龍城動力」步勁平穩。 「搏得分

」上回水準。 「牛精巨星」可以保持。 「活力至
寶」力度增強。 「連利福星」老馬仍佳。 「帝國
勇將」拚後稍進。 「駿蹄飛」比上回好。 「心中
有程」火力增強。 「勝捷勝」收身上力。 「紅運
福星」眼見不弱。 「超新鮮」火力平平。 「橫掃
千軍」稍勝上回。

第三組： 「雪山神駒」老馬保持。 「愛睦善

」非最佳時。 「香檳歲月」徘徊不前。 「穿針引
線」火氣平平。 「海南花梨」走勢有進。 「喜來
仙子」上勁上力。 「閃耀小子」稍勝上回。 「新
力多」進展不大。 「旅遊小子」步勁不弱。 「奄
尖大少」僅可保持。 「永新勝利」印象不差。
「川河名駒」成熟有進。

第四組： 「翡翠明星」步勁增強。 「駿方」
力度有進。 「百利旺」僅可保持。 「永順益」收
身上力。 「利士寶」比上回爽。 「團隊精神」長
期見好。 「定做」身形扎實。 「百勝福將」力度
平平。 「香港至尊」比上回好。 「金德勝」大致
保持。 「福譽」水準一般。 「上海先鋒」狀態不
弱。

第五組： 「勁信心」水準不差。 「化工之昇
」勁力增強。 「深智能業」狀態保持。 「金鑽龍
華」過步有力。 「銳不可擋」進度理想。 「大旋
風」火力不弱。 「必勝熊」收身上力。 「鑽飾天
使」神色活躍。 「神童」持續進步。 「大欣賞」
印象仍佳。 「海之宏」不及勝時。 「地上最強」
進展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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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甜 爆 蔡明紹 W：80.00 P：28.00
亞：可可小子 錢健明 P：13.00
季：駿 年 賴維銘 P：83.50
殿：高 臣 史偉恩
連贏：185.50 位置Q： 62.00 三重彩： 10,821.00

547.00 單 T： 2,308.00
174.00 四連環： 3,364.00

時間： 1.32.80

冠：爆 料 錢健明 W：37.00 P： 18.50
亞：爵 士 樂 史偉恩 P：151.50
季：聯一永勝 賀力高 P： 75.50
殿：品 自 高 何豐平
連贏：957.00 位置Q： 291.50 三重彩： 10,852.00

 152.00 單 T： 3,292.00
1,015.00 四連環： 11,197.00

時間： 1.32.30

冠：興 列 潘 頓 W：115.00 P：24.00
亞：幸運歡笑 冼文諾 P：11.00
季：御濠名駒 高君濤 P：17.50
殿：力美人生 佩迪哥
連贏：174.00 位置Q：53.50 三重彩： 1,867.00

81.00 單 T： 220.00
24.50 四連環： 4,685.00

時間： 1.13.80

冠：安 心 居 杜利萊 W：35.00 P：13.50
亞：黃金精神 錢健明 P：57.50
季：肯 定 贏 杜西奧 P：14.50
殿：名門世家 高君濤
連贏：514.50 位置Q：155.50 三重彩： 2,650.00

 28.00 單 T： 447.00
時間： 1.53.40 131.50 四連環： 3,979.00
第一口孖T：第三場 第四場 9,186.00

冠：飛 駒 杜西奧 W：36.00 P：13.00
亞：愛 得 威 冼文諾 P：29.50
季：恩 典 高君濤 P：55.00
殿：嘉禾之寶 錢健明
連贏：234.50 位置Q： 80.00 三重彩： 5,181.00
退出：太陽歡笑 153.00 單 T： 1,067.00

282.50 四連環： 1,874.00
時間： 1.21.10

冠：勝利上將 冼文諾 W：46.50 P： 18.00
亞：天下財星 杜西奧 P： 16.00
季：聯一穩勝 薛凱華 P：134.00
殿：潛鋒臻智 何豐平
連贏：143.00 位置Q： 49.50 三重彩： 10,244.00

423.50 單 T： 2,504.00
330.00 四連環： 14,083.00

時間： 1.39.60

周三夜馬
賽事，第三班
千二米賽事中
，其中一組較
多質新馬匹上
陣，且有兩駒
更為初次上陣

之今季自購馬，當中 「風雲上將」較
具爭勝機會。

「風雲上將」來自英國，首仗一
二○三米直路賽跑第三；後在千四、
千一膠地和千二米草地賽連取四仗頭
馬；後兩仗分別在千四米和千二米分
別跑得第二。此駒出七仗，先後贏四
仗頭馬、兩次第二和一次第三。 「風
雲上將」與 「勁飛駿」同系，其父贏
過六仗頭馬，一千和千二米，包括二
級賽事，晨課間最近一次試大閘後追
甚有勁，初出先來谷草作戰，具爭拚
力，不妨作配搭對象。

▲澳博控股行政總裁蘇樹輝（前排右九）、澳博控股營運總裁吳志誠（前排右七）、澳博控股執行董事梁安琪（前排右八）等嘉
賓，主持澳門打吡大賽頒獎禮

由澳門博彩股
份有限公司冠名贊
助的澳博澳門打吡
大賽，昨在澳門賽
馬會隆重舉行，這
項屬澳門賽馬最高
榮譽的一級賽事今
年已是連續第十年
由澳博冠名贊助，
結果 「安心居」在
杜利萊胯下力壓群
雄奪冠。

除了打吡大賽
外，澳博今年亦同
時贊助新葡京杯、
海立方杯、澳博怡
情卡杯三場主要賽
事，以及一場命名
賽事十六浦賽，加上澳港杯及主席挑戰杯，令昨日
賽事總獎金高達八百七十四萬港元，創澳門單日賽
事新高。

出席昨天賽馬日的嘉賓包括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葡萄牙駐澳門及香港總
領事柯瑪諾、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區副

特派員宋彥斌、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區聯絡辦公
室台灣事務部部長李維一、澳博控股行政總裁蘇樹
輝、澳博控股營運總裁吳志誠、澳博控股執行董事
梁安琪，霍震霆、大律師官樂怡等。

蘇樹輝表示： 「我們很高興在澳博慶祝成立十
周年之際，連續第十年冠名贊助澳門打吡大賽。希

望通過與澳門賽馬會的互動合作，推動澳門旅遊娛
樂業的多元發展，吸引更多旅客來澳門遊玩。」

由摩加利訓練的澳門代表 「爆料」於騎師錢健
明胯下直領到底，勇奪澳港杯。香港代表摩廄 「伽
羅」跑第六；鄭廄 「好友福」跑第七；東廄 「魔幻
大師」及 「福智」則分跑第九及第十一。

「北京意象．大美房山」大型美術創作工程暨第五屆房山
琉璃河梨花文化節日前在京拉開序幕。百餘名來自北京文藝界
的著名畫家揮毫潑墨，開啟房山采風的精彩之旅。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市文聯黨組書記、常務副
主席陳啟剛、北京美協主席、房山區委書記劉偉、區長祁紅等
領導同志出席當天的啟動儀式。

據介紹， 「北京意象」是北京市文聯組織開展的 「走轉改
」重大文藝創作工程。包括主題策劃、史料研究、藝術創作、
作品評選、大型展覽、作品收藏等環節。這項以北京為創作題
材的 「中國當代名家畫北京工程」，計劃用10年時間，完成
對北京10個區縣風貌和人文歷史的美術創作，系統描繪、展
示、傳播北京山川地貌的宏偉壯麗和北京特有的歷史文化精神
。

活動主辦方將於11月舉行 「北京意象．大美房山」大型
繪畫創作展，主辦方還會出版中英文對照的精裝本畫集。

此外，房山琉璃河梨花文化節從 4 月 10 日開始至 4 月 20
日結束，琉璃河鎮自古就有 「京南梨鄉」之稱，梨樹種植面積
過萬畝，樹齡最長在300年以上。文化節期間還將舉辦 「享梨
園美景」智力定向越野賽、 「品梨園文化」書畫家和書畫愛好
者筆會、 「樂在梨園」文藝演出、 「京之源」杯攝影大賽等一
系列特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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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新媒體、新生活、新未來」為
主題的中國國際新媒體短片金鵬獎是中
宣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批准的中
國唯一國家級、國際性新媒體短片獎，
由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深圳市人民
政府主辦，深圳市文體旅遊局、深圳廣
播電影電視集團承Q辦。歷經5個月的
全面徵集，第三屆金鵬獎收到來自全球
63個國家和地區的28085部參賽作品，
有333部優秀作品脫穎而出。同時，第
三屆中國國際新媒體短片節金鵬獎分
項評選工作於 4 月 13 日在深圳拉開帷
幕。

本屆分項評選委員會共設有劇情短
片、動畫短片和紀實短片三個評選組，
每組 5 名評委，1 人任組長。其中，中
國廣播電視協會電視劇編劇工作委員會
名譽會長，國家一級編劇陸天明擔任劇
情短片組評委組長；中國傳媒大學影視

藝術學院院長、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副
主席李興國擔任紀實組評委組長；著名
動畫片導演、北京電影學院中國動畫研
究院院長孫立軍擔任動畫組評委組長。

分項評選委員會負責對入選分項的
主競賽單元參評短片進行評選。189部
主競賽單元入選作品將角逐 「最佳短片
」、 「最佳導演」、 「最佳劇情短片」
、 「最佳動畫短片」、 「最佳紀實短片
」、 「最佳網絡劇」六個獎項入圍名額
。144 部網絡獎項入選作品則於 4 月 20
日起在新浪、騰訊、搜狐、優酷、土豆
、中國時刻網六大網絡賽區和手機投票
平台進行展播，通過 20 天的網民投票
，票數前三名的參評短片將入圍網絡賽
區終評，角逐 「最佳手機短片」、 「最
佳網絡短片」、 「最佳拍客」和 「最佳
網絡人氣」獎項。

程明越

金鵬獎分項評選活動在深舉行
六和拜爾口腔醫療集團大

家庭第26個成員──海南拜爾
口腔醫院13日落戶海口。

據介紹，六和拜爾口腔醫
療集團下設珠海、上海、深圳
、江西、海南、北京等多個事
業部，不斷擴大與內地、港、
澳、台及日、韓、美等國外多
所著名院校、醫療機構的人才
交往、學術交流並建立良好的
合作關係，不斷引進國內外先
進的醫療設備與尖端技術，以
引領國際與內地口腔醫療技術
發展的新潮流，為提高醫療質
量提供技術保障。

海南拜爾口腔醫院隸屬六
和拜爾口腔醫療集團海南事業
部，該事業部隸屬六和拜爾口
腔醫療集團。由高等院校優秀

口腔臨床專家擔任醫院主要負
責人和各學科帶頭人，同時聘
請國內外著名口腔醫學專家擔
任技術顧問、客座教授或首席
專家。

張曉陽

海南拜爾口腔醫院落戶海口

▲海南拜爾口腔醫院
本報攝

竹林明堂護理安老院日前舉行
二十二周年院慶暨農曆三月份生日
會，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協調處副處
長梁鳳儀、南區區議員司馬文、警
察部西九龍護青委員會主席齊光華
伉儷、香港表列中醫協會會長陸順
海、廣東省慈善基金代表鄭永祥，
竹林明堂有限公司主席蘇東霖、副
主席蘇錦釗、潘小燕出席主禮，與
一百七十多名院友親屬同賀慶典。

隨着醒獅進場，主禮嘉賓主持
簪花掛紅儀式及拼圖，為會慶揭開
序幕。主席蘇東霖致辭表示，期望
大家繼續支持該院服務，並祝各位
身體健康、萬事勝意。

梁鳳儀副處長則代表中聯辦九
龍工作部對該院周年慶及生日會表
示熱烈祝賀。她說，蘇主席是一位
大慈善家，為內地慈善出錢出力，
也為本地慈善服務做了很多有意義

的工作，貢獻良多。她祝願該會會
務蒸蒸日上，壽星們福如東海，壽
比南山，院友們身體健康。

司馬文則說，社區學校每逢周
一便會派學生到竹林明堂為院友
們舒展筋骨，散步做運動，期望
未來該堂可與社區繼續保持緊密聯
繫。

儀式結束後，由九龍西區各界
協會義工團演唱中國夢、東方之珠
等經典金曲，九龍社團聯會青年義
工團則表演古箏、粵劇，熟練技巧
博得全場掌聲，佛堂義工、社區綜
藝服務隊等機構的歌唱、舞蹈和魔
術表演亦十分精彩。

表演結束後，大會為十三名壽
星舉行生日會，當中年紀最大的婆
婆有九十六歲，切蛋糕儀式後大會
又派利是和禮物，場面一片歡愉。

黃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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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遷西縣委、遷西縣人民政府日前假
銅鑼灣柏寧酒店宴會廳分別舉行 「遷西投資
環境暨重點項目推介會」、 「遷西旅遊推介
會」兩場推介會。台灣健堡有限公司計劃投
資三千萬到唐山遷西縣建廠，以生物科技
「基源素」製造飼養家禽牲畜的 「桔桿飼料

」，雙方於項目推介會上簽署了合作協議。

製造 「基源素」 桔桿飼料
「桔桿飼料」是一種普通的飼料，通常

為輔助性質，因為其蛋白質含量太低，但是
「基源素」可提高其蛋白質含量，從而達到

普通飼料的通用性
，因主要使用材料
為玉米桿，可減低
成本並達致廢物利
用的功效。整個製
造過程使用台灣的
生物科技，不會造
成任何污染。

台灣健堡有限
公司總裁鄭炳奎解
釋， 「桔桿飼料」
適用範圍廣泛，包
括植物、動物和人
體保健、化妝品等
。加入酵素後的飼
料成分天然，加速

豬、牛、羊、雞等家禽生畜的成長發展。
出席推介會的還包括旭成實業發展有限

公司董事長葉元峰，他早於二十年前已在河
北唐山投資高科技企業 「晶源電子」，七年
前更於遷西縣獨資興建旭成水質淨化有限公
司，業務發展非常成功。葉元峰多年來積極
開拓、出心出力支持唐山市和遷西縣發展，
榮獲河北省唐山市榮譽市民殊榮實至名歸。

享 「京東後花園」 美譽
縣委書記白春明在旅遊推介會上致辭表

示，遷西縣地處河北省唐山市北部，總面積

1439 平方公里，人口 39 萬，旅遊資源豐富
，特別是生態旅遊資源得天獨厚，素有 「京
東後花園」之美譽。他期望通過是次推介會
，為香港旅遊業界認識遷西、了解遷西，提
供一個面對面的交流機會，更好地把遷西的
旅遊資源與香港的產業優勢進行有效對接，
在旅遊開發領域開展真誠務實的合作。

遷西縣人民政府副縣長李健俠則介紹了
九個重點旅遊招商項目，總投資約169億元
人民幣，當中包括：以長城文化為主題的
「青山關國際長城休閒度假區項目」，以黃

金文化為主題的 「金頂山黃金文化園」等項
目。縣政府亦制定了支持文化旅遊企業發展
、鼓勵投資星級飯店建設、大力拓展旅遊客
源市場等旅遊招商政策。

黃穎雅

台灣健堡三千萬唐山遷西縣建廠

▲遷西縣人民政府副縣長李健俠（前排左三）和台灣健堡總經理鄭
國亮（前排左四）在白春明書記（後排左三）的見證下簽署了合作
協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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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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