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三
月零售總銷貨額三百六十六億元，上升百
分之十七點三，總銷貨數量較上年同月上
升百分之十三點四。政府認為升幅強勁。
而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表示，隨
着黃金周的效應逐漸淡化，估計本港第二
季零售額的增長會放緩至百分之十二至百
分之十五。

第2季零售增長料放緩
3月銷貨366億元 黃金周效應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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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及二月的零售總銷貨額分別上升百分之
十四點九及百分之十五點七，首季的零售總銷貨額上
升百分之十五點九。政府發言人表示，零售業銷售在
三月份強勁增長，反映旅客消費和本地消費意欲相當
暢旺。而勞工市場情況良好和訪港旅遊業持續興旺，
應在短期內繼續為零售業務帶來支持。

對於零售業較長遠的表現，麥瑞琼表示以去年首
季有百分之二十一點九的升幅來看，今年本港零售業
的升幅逐漸收窄，不像過去兩成近三成的高增長，這
與內地來港旅客增幅放緩亦有關。以內地客最喜愛的
珠寶首飾來看，過往都有三、四成的高雙位數字增長
，但今年三月的增長只有百分之十九，首季增長為百
分之十七。

她又稱，現時內地旅客來港越來越方便，淡化了
五一小黃金周的成效，據該會的會員估計，黃金周只
有單位數字增幅或只有低的雙位數字增幅，她預期四
月份零售業銷售額會有百分之十二增長，至於第二季
則有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五增長。

除了內地客的因素，她表示最近尼爾森的調查指
有近四成消費者擔心香港經濟前景，這對市民的消費
意欲都有影響。

此外，通脹仍然高企，令市民減少購買新鮮食品
，三月的新鮮魚類銷售量便下跌百分之十三點一，而

銷貨額則下跌百分之一點一，反映通脹情況嚴重。
另外，近期本港收緊 「水貨客」多次過關的限制

，對奶粉、化妝品及食品的銷情影響最大。

水貨收緊 影響銷情
在各類貨品中，包括 iPad 及 iPhone 在內的雜項

耐用消費品的銷貨數量升幅最大，按年上升百分之八
十四點七。其次為電器及攝影器材（零售量上升百分
之五十九點九）、雜項消費品（上升百分之十二點六
）、鞋類、有關製品及其他衣物配件（上升百分之十

二）、服裝（上升百分之十一點一）、百貨公司貨品
（上升百分之十一）、珠寶首飾、鐘表及名貴禮物
（上升百分之十點二）、超級市場貨品（上升百分之
七點三），以及燃料（上升百分之三點六）。

另一方面，傢具及固定裝置的銷貨數量跌幅最大
，按年下跌百分之十點四。其次為汽車及汽車零件
（零售量下跌百分之八點八），以及食品、酒類飲品
及煙草（下跌百分之七點一）（但這組別內的酒類飲
品及煙草的零售量則上升百分之二十九點九）。

【本報訊】廣東省中山市委常委、宣傳部
部長唐穎一行昨日到訪大公報，本報董事長兼
社長姜在忠熱情接待了來賓，並向客人介紹了
大公報百年歷史和與時俱進的發展。唐穎表示
，中山市現正開展全民修身行動，傳承和弘揚
中山精神，打造中山市為 「全球華人的精神家
園」，希望大公報支持與合作。

中山原名香山，是孫中山先生的故鄉，乃
為紀念這位革命先行者而得名。香港作為辛亥
革命的重要籌資地，及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啓
蒙之地，與孫中山有着不解之緣。此外，曾擔任
大公報總編輯的李俠文正是中山人，而曾為大
公報主筆的張季鸞則擔任過孫中山的秘書。此
殊勝緣分，亦令是次到訪更具意義。

唐穎表示，為繼承和弘揚中山精神，中山
市正大力開展全民修身行動，提倡尚德、養廉
，以讓公眾重拾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教育公
務員要秉公辦事，並透過一系列精神文化活動
，引導年輕人成為陽光少年。補充說，中山市
準備將孫中山先生的故居建成存放孫中山史料
最全的平台，以讓他的思想更好地傳承。他亦
希望大公報能夠發揮其影響力和專業性，參與
其中，給予支持。

姜在忠贊同中山市開展的全民修身行動，
亦寄望雙方能夠形成良好合作，共同為傳承和
弘揚中山精神出一分力。

隨唐穎到訪本報的有中山市委副秘書長方
維廷、中山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山日報社長
方炳焯、中山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浩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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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今年二月，港大李嘉誠醫學院眼科研
究所，為一名失明近十五年的遺傳性視網膜色素病變
患者，進行亞洲首宗人工視網膜植入手術，病人開始
能感受光影，且能閱讀投影幕上的字母。主理手術的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眼科研究所所長及講座教授黃世雄
相信，這是成功率最高的人工視力技術，病人慢慢學
習的話，有機會回復視覺。

港大醫學院是繼德國之後，率先成功應用人工視
網膜植入手術的團隊。人工視網膜有一千五百個電極
，手術要將晶片植入視網膜下，特別是該病人的黃斑
區域。黃世雄指，人工視網膜可安植入眼球內，但手
術難度很高，團隊亦不知道手術對什麼類型的病人最
有效，亦不知失明時間長短會否影響手術結果，病人

是否需要建立新的神經線連接等，所以團隊選擇了完
全失明、無法感光和透過光源辨別方向的病人曾胡雪
婉。

除眼科研究所團隊外，港大牙醫學院的口腔頜面
外科團隊，負責將感應器植入耳後和頭皮以下。手術
過後，團隊要啟動微型電子晶片，觀察胡太的恢復程
度。胡太說，右眼動手術後，現在看到物件輪廓，四
周感官亦有加強。黃世雄說，胡太失明多年，忘了怎
樣運用視力，要慢慢學習才能恢復，就如嬰孩學走路
般，要練習手眼協調和控制眼球運動，才能聚焦看東
西。他補充，全港估計有逾二千名遺傳性視網膜色素
病變患者。

繼德國之後亞洲首宗

港大人工視網膜植入獲成功

今年首季零售業增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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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港人北上擇持續增加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三日電】近年來，隨着交通的便

利，港人北上擇偶明顯增多。廣州市青年婚姻介紹所副所長
胡展鴻表示，近年來港人前來擇偶有增無減，入會的港人逾
百人。僅今年頭三個月，入會港人比去年同期增四成，且學
歷越來越高，博士不乏，其中小老闆、白領有增加趨勢。據
悉，目前，香港婚介公司看到商機，有意北上發展。

今年三十多歲的梁先生，在香港從事飲食業。近年來，
他經常來往粵港兩地，對內地生活環境很熟悉。去年初，他
專門赴廣州，在廣州市青年婚姻介紹所入會，希望在內地找
到一位心儀的結婚對象。

穗赴港澳辦證90%電子化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三日電】近年穗港澳交往日趨密

切，出入境人數逐年遞增。廣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今天
透露，隨着通過互聯網、電話、手機短信等方式實現 「足不
出戶」辦理赴港澳簽註的覆蓋，如今網絡電子化辦證量已佔
全市出入境辦證總量的九成以上。

近十年來廣州市民出入境特別是赴港澳人數迅猛增加，
目前全市出境辦證量約佔廣東省的五分之一，位居內地各城
市的首位，從二○○○年的三十萬件躍升到去年的四百一十
萬件，增長近十三倍。

為應對爆增的辦證量與有限警力資源的矛盾，廣州市出
入境管理處相繼自主研發推出 「辦證易」、 「前台通」、
「網e捷」、 「證件通」、 「e填表」、 「發證機」等六種

國內首創的科技辦證產品，其中 「辦證易」電子警察自助申
請設備實現了二十四小時全天候就近申請出入境證件，成為
廣州市民辦理港澳個人遊的首選途徑。

荔枝角醫院活化加工程費
【本報訊】前荔枝角醫院活化為饒宗頤館的復修

工程，由於工程期間發現醫院中式屋頂的瓦片破損程
度較預期更加嚴重，加上建材漲價，發展局將向立法
會申請追加工程費用三千五百萬元，以應付額外工程
支出。

前荔枝角醫院為發展局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第
一期項目，獲選以社企形式運作項目的非牟利機構香
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計劃將荔枝角醫院活化為饒宗
頤文化館，以推廣中華文化。有關工程計劃於一○年
六月被提升為甲級，核准預算費為二億二千三百五十
萬元，包括建設兩個展覽館、一個綜藝館、一個休閒
娛樂活動館和八十九個旅舍房間等。

有關計劃的工程已於一○年十月展開，惟發展局
在施工期間發現，該歷史建築中式屋頂狀況和結構狀
況均較預期差，如屋頂有很多破損瓦片，屋頂的木製
支撐結構損壞等。當局於去年九月決定預算四百一十
萬元進行這些額外工程。惟今年三月，當局發現屬醫
院更大面積的中區和上區，均出現類似情況；再者，
建築物料價格自一○年年中起一直持續上升，如鍍鋅
軟鋼和砂在今年一月的價格，已較一○年六月分別增
加四成二及三成四。有見及此，發展局認為有需要把
核准預算費提高三千五百萬元，即由二億二千三百五
十萬元，增加至二億五千八百五十萬元。

【本報訊】政府首度為港珠澳大橋的造價
作全面估算，預計未申請撥款的屯門至赤鱲角
連接路的餘下工程，需要四百五十億至五百億
元，連同公民黨黨員 「協助」市民提出司法覆
核導致大橋工程造價瘋漲的百多億元，大橋已
知造價至少逾千億元，未來或進一步增加。政
府強調，有關連接路工程的具體細節及造價仍
在敲定，造價在設計工程完成後或會有調整。

公民黨黨員去年 「協助」東涌居民提出司
法覆核，挑戰政府就港珠澳大橋所作的環評報
告，結果令工程延誤，要增加六十五億元趕工
。另一方面，因為司法覆核案件令承建商對工
程的風險評估增加，故收回的招標價較預期高
八十八億元，令政府要向立法會追加撥款，而
大橋香港接線的預算由一百六十一點八億元，
增至二百五十點四億元；若立法會批准，總撥

款將達五百八十二點四億元。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補充文件時，首度公布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的餘下工程的費用估算，
按現有的勘測及初步設計的資料，估計需要四
百五十至五百億元，連同總撥款的五百多億計
算，工程的造價便會突破一千億元的大關。政
府解釋，有關數字只是非常粗略的估算，有關
連接路工程的具體細節及造價仍在敲定，造價
在設計工程完成後或會有調整。

預計未來費用將更高
所謂的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的餘下工程，

是指建造南段合共約四公里的高架橋、北段約
五公里的海底隧道和相關工程、屯門西繞道詳
細設計費和建設費等。政府解釋，由於連接路
涉及多項複雜工程，建造海底隧道時建議採用

更環保的隧道鑽挖機，而非傳統的沉管式方法
建造，再加上隧道本身的長度，工程都是大型
和複雜，故增加建築成本。不過，由於屯門西
繞道工程仍要作多項評估和設計，因此其費用
尚未納入該五百億元的估算之內，意味將來的
費用將會更高。

測量師學會高級副會長賴旭輝接受查詢時
表示，如果工程再延誤多一、兩年，以每年建

材平均升幅一至兩成計算， 「埋單」五年升幅
達五成不足為奇。由於世界各地、周邊鄰近地
區如澳門不斷起樓、起酒店，香港各大基建又
陸續上馬，例如瑪麗醫院、西九文化中心、啟
德郵輪碼頭、沙中線等工程動工等，預料未來
幾年都要僱用大批工人和購買建築材料，從而
扯高工程成本。

司法覆核致費用增加司法覆核致費用增加

港珠澳大橋造價逾千億港珠澳大橋造價逾千億

當局擬斥1.2億置新滅火輪
【本報訊】為配合啟德郵輪碼頭明年中啟用，提

升對海上火警的滅火能力與效率，保安局建議斥資八
千五百萬元，購置一艘新的滅火輪，取代消防處滅火
輪船隊最老的七號滅火輪。當局還建議斥資近四千萬
元，購置三輛旋轉台鋼梯車，兩項新設施預算合共耗

資一億二千萬元。
啟德郵輪碼頭將於明年中啟用，當局指出，郵輪

一旦發生事故，可能涉及過千名傷者，計劃配置的新
滅火輪，配備救援容量較大的救生筏，可作大型救援
用途，而且最高航速為每小時三十五海里，高過現時
的二十點五海里，可更快到達事故現場，盡快接載受
災人士或傷者上岸。船上設有一個獨立消防泵及兩座
遙控滅火炮，滅火能力與效率均提升。

【本報訊】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171護航編隊今
早啟程返航。署理政務司司長、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昨
日出席編隊招待會時表示，今次是繼529護航編隊二
○○九年十二月到香港訪問之後，第二批於返航途中
停靠香港的護航編隊。過去三天，香港市民絡繹不絕
的參觀軍艦，反應非常熱烈。

171護航編隊自四月三十日抵港後停靠香港，連
續三天向市民開放，數千名市民前往昂船洲軍營參觀
，反應熱烈。171護航編隊今天早上啟程返航。全國
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中聯辦副主任楊建平，解放軍駐
港部隊政委王增鉢，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姜瑜，171
護航編隊指揮官、南海艦隊副參謀長李士紅等人昨天

出席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171護航編隊返航停靠香
港甲板招待會。

李少光致辭時表示，近年，亞丁灣、索馬里海域
飽受海盜侵擾。中國海軍順應國際社會的期盼，在二
○○八年十二月派出第一批艦艇，為航行該海域的中
國和外國船舶進行護航任務。到目前為止，我國的護
航編隊已成功為超過四千六百艘中外船舶進行了護航
，當中香港的船舶就有超過九百艘。他說，護航編隊
進行的護航任務，意義重大，成果豐碩，不但保障了
中外船舶和船員的安全，也對維持世界和地區和平與
穩定，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為國家事業發展寫下光榮
的一頁。

▲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左）和中山市委常委、
宣傳部部長唐穎互致紀念品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171護航編隊今啟程返航

▲曾太（左）失去視力多年，她的右眼接受植入
人工視網膜手術後視力漸漸得到回復

▲ 「辦證易」 電子警察成為穗市民辦理港澳個人遊的首
選途徑 本報記者方俊明攝

◀在各類貨品
中，包括 iPad
及 iPhone 在
內的雜項耐用
消費品的銷貨
數量升幅最大
， 按 年 上 升
84.7%

▲港珠澳大橋已知造價至少逾千億元，未來或進一步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