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食博覽遇颱風

一連五日的美食博覽今日開鑼，又是市民品嘗平價美食的好時機！多間
展商推出會場優惠，讓入場的市民 「獨享」 。有參展商推出 「一蚊鮑魚盆菜
」 作招徠，預計今年生意額會上升一成半。不過颱風 「啟德」 陸續迫近本港
，展商亦擔心生意會受影響。

實習記者 蔡加怡

腦場電腦節明年或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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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實習記者吳卓峰報道：為期十三日的
「深水埗．灣仔腦場夏日電腦節」昨日揭幕，有超過

二百名市民在場外排隊，務求搶購 「一蚊」限量貨物
及免費防毒軟件。主辦單位表示，今年腦場很大機會
是最後一年舉辦電腦節，主要是避免電腦業再出現惡
性競爭，令業界蒙受損失。

「深水埗．灣仔腦場夏日電腦節」昨日揭幕，展
期首次長達十三日，並橫跨兩個周末。 「腦場電腦節
」由深水埗黃金、高登、新高登電腦商場及灣仔電腦
城共同舉辦，清晨已吸引逾二百人於深水埗排隊，冀
購獲 「一蚊」移動充電池及免費獲贈防毒軟件。

記者在深水埗 「腦場」所見，發現大部分USB手
指、相機記憶卡、外置硬碟等廉價電腦用品，都未有
額外割價，令人失望。現場只得顯示屏、電腦主機、
打印機等電腦用品有約七至八折優惠不等。有商戶更
表示， 「我哋減價減得最多嘅750GB外置硬碟，已經
由平日六百元減至電腦節的五百五十元。」相信會令
希望 「掃平貨」的市民失望而回。

優惠過後生意慘淡十周
香港電腦業協會常務副主席呂健忠說， 「腦場」

已經開始厭倦籌辦電腦節，認為與本月廿四日於會展
開鑼的電腦通訊節形成惡性競爭，令業界蒙受損失。
他表示，為期十三日的電腦節過後，腦場會有超過十
個星期生意慘淡，有商戶更會虧本及結業，得不償失
。他預期，若明年會展電腦節不再於會展或政府康文
設施等地方舉行，腦場很可能便不再舉辦電腦節，以
保業界利益。

除了一蚊貨品外，腦場今年首設 「JETSO站」，
市民於兩間腦場商戶消費滿一百元，可以低至兩折購
買移動電池、Diablo Ⅲ電腦遊戲及旅行路由器等筍
貨。 「JETSO站」更讓市民即時參加抽獎，中獎者可
以 「一蚊」購買 3D 立體電視及打印機。主辦單位希
望，腦場電腦節能帶動平日超過三倍收入，收 「旺丁
又旺財」之效。

旅發局600萬吸台客訪港
【本報訊】實習記者吳卓峰報道：今年首六個月，台灣

訪港旅客比上年同期有下跌趨勢。隨着下月起台灣訪港旅客
可以自行於網上辦理簽證來港，旅遊發展局九月起將推出一
系列推廣及宣傳攻勢，吸引台灣旅客訪港。旅發局計劃於未
來三個月，將投放六百萬元在台灣市場作宣傳。

隨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今年五月訪台，推出新簽證措
施予台灣訪港旅客後，持有台胞證的旅客於下月起，可以自
行在網上免費預辦入境登記訪港，有效期兩個月，每次最多
逗留三十天。為了吸引更多台胞，特別是年輕遊客訪港，旅
發局聯同五十三家旅行社及五家航空公司推出一系列優惠，
希望能刺激訪港台胞數字急升。

旅發局總幹事劉鎮漢表示，今年首六個月，台灣訪港旅
客比去年同期下跌百分之八，相信是流失了日本三一一地震
後，改變行程來港的旅客。他相信，台灣市場極具潛力，將
於未來三個月投放六百萬港元作宣傳攻勢，希望透過宣傳措
施，能維持上年台胞訪港客量約二百一十五萬不變。

直航烏魯木齊包機下月開通
【本報訊】實習記者王蕙、王佳力瀾報道：由港中旅國

際新疆旅行社與南航國際公司共同推出，香港直飛新疆烏魯
木齊和喀什的包機將於九月十八日正式開通，未來兩月將有
十二架次航班往來於香港和新疆之間。市民可搭乘包機領略
新疆秀麗的自然美景和風土人情，亦可踏足西北，登上這片
投資熱土。

旅客只需約五小時即能到達新疆烏魯木齊市，或約七小
時到達喀什。新疆地處中國西北部，烏魯木齊作為新疆維吾
爾自治區的首府，是世界上離海洋最遙遠的內陸城市，有
「亞心之都」之稱。烏魯木齊市旅遊局局長肖凱提．吐爾地

在推介會中說，作為舉世聞名的 「歌舞之鄉」、 「瓜果之鄉
」，新疆燦爛的歷史文化遺存、獨特的自然風光、濃郁的民
俗風情深深吸引着眾多海內外遊客。

龐愛蘭將應邀討論國教科
【本報訊】新界東候選人龐愛蘭團隊昨日臨時接到 「學

民思潮」代表來電，要求即日會面討論國民教育。龐愛蘭解
釋，由於進入競選期，團隊的行程十分緊密，故難以在數小
時內安排會面。他們現正與 「學民思潮」代表聯絡，爭取明
日與成員作公開會面，重申他們樂於就國民教育議題作交
流。

新民黨日前原訂與 「學民思潮」代表會面，最終告吹。
「學民思潮」昨日轉而向新界東候選人龐愛蘭的團隊 「埋手

」。龐愛蘭表示，他們昨日中午才收到 「學民思潮」代表的
邀請，要求即日在下午於公民力量總部會面，解釋他們對設
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立場，由於時間不許可，故安排押後
會面。

至於在推動國民教育方面的立場，龐愛蘭重申，政府應
在 「四不」原則下推動學生認識國家。 「四不」原則包括：
不洗腦、不罷課、不強推、不支持國民教育獨立成科。他們
又要求以中國歷史為本，增加學生對國家的認識。

CY律師：推翻特首損社會福祉
【本報訊】高等法院昨日開始審理在行政長官選舉中落

選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提出的選舉呈請申請，代表行政長官
梁振英的律師要求剔除申請。律師指出，何俊仁的申請已超
過選舉後七日內提出的期限，而中央政府已委任梁振英為特
首，不能再作出選舉呈請。

何俊仁早前以特首選舉參選人身份提出選舉呈請，指梁
振英以往就住所僭建問題發表的言論有誤導成分，可能影響
選民投票。對於何俊仁未有在選舉後七日內提出選舉呈請，
梁振英一方指出，行使權利必須符合一些條件，包括時間限
制及理據，如果沒有限制，任何市民都可提出挑戰。代表梁
振英一方的大律師指出，特首選舉是要選出一名候選人，交
由中央任命，一旦生效，特首選舉條例不再適用，而中央任
命亦不能被選舉呈請推翻。

大律師亦指出，特首就任後有很多政策在推行，如果將
梁振英的任命推翻，會帶來混亂，阻礙政策推行，損害社會
福祉。律師又說，就算梁振英在住宅僭建問題上說謊的指控
成立，是否免去職務應由中央考慮，而非由法庭處理。審訊
今日會繼續。

風暴啟德風勢料增強
【本報訊】熱帶氣旋啟德升級為強烈熱帶風暴，天文台

於昨晚發出一號戒備信號，今日日間會考慮改發三號強風信
號。按照預測路徑，今日啟德將會靠近華南沿岸，屆時天氣
會轉為多雲，有狂風驟雨，風勢增強。

昨晚十一時，強烈熱帶風暴啟德集結在香港東南偏東約
六百六十公里，天文台預料啟德以約十八公里時速，向西北
或西北偏西移動，橫過南海北部，並逐漸增強，可能影響本
港。今日天氣漸轉多雲，有狂風驟雨及幾陣雷暴。明日風勢
頗大及有狂風大驟雨，周末期間風勢緩和，驟雨減少。

天文台提醒市民及時留意有關熱帶氣旋動態的報告，採
取防風措施以免遭受損失，保持水渠暢通，並檢查門窗有無
損壞。由於海面會有湧浪，市民應遠離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
活動。所有小型船隻，包括正在外海的漁船及馬力較小的船
隻，應盡快駛往適當的避風位置，將船隻妥善繫泊，並作好
必要的防風措施。

【本報訊】一批老千大鱷布下 「超豪天仙局」
，以洽談生意藉口聯絡內地富商來港，誘往臨時租
來的大埔滌濤山豪宅聚賭，設局出千騙財，有三名
內地客中招，損失達千萬港元。警方接報調查後，
昨日直搗豪宅拘捕五名騙徒，起出部分贓款及一批
賭具、合同意向書、公司董事名片等相關證物。

被捕五漢包括兩港人、三名雙程證內地人（年
齡由三十九至五十四歲），屬 「詐騙道具」之一的
大埔紅林路滌濤山一個豪宅單位，早前才租住，大
約四萬元月租。受騙的三名內地商人，分別來自河
北和廣東東莞，其中一名受害人，短短幾小時賭局
，便輸掉多達一千萬元，最後被押返內地，經商議
後獲 「優惠價」約六百萬元贖身脫困。

新界北總區重案組第二隊總督察詹德明表示，
該詐騙集團活躍了約三個月，港人冒充投資公司高
層、商人等角色，內地漢則主力負責尋找內地富商
，然後以投資商場、店舖和豪宅等藉口，引誘來港
洽談生意；他們衣着 「身光頸靚」，所印名片皆為
公司董事等銜頭。

騙徒 「做戲做全套」，為求布局逼真，除了租
用豪宅，也在油麻地志和街一間酒店租了高級房間
作基地，還準備好 「投資意向書」，在獵物抵港後
，也用旅遊車接載到處 「考察」，務求令對方不起
疑心；然後引領往大埔豪宅參加賭局，主要玩
「Show Hand」（沙蟹）或 「鬥地主」等。

消息指出，早前有兩名內地人先後誤墮 「超豪
天仙局」，玩撲克時被出千大輸特輸，分別在賭枱
上輸掉約三十萬元及千萬元，其中一人事後報警。
警方接報展開調查，昨日掩至滌濤山目標豪宅附近
埋伏監視，其間第三名受害人，在個多小時內輸掉
一百多萬元。探員認為時機成熟，採取行動把五名
騙徒一網成擒，在現場檢獲懷疑行騙所得的七十萬
元現金，以及一批卡片等 「道具」；探員晚上押解
其中一名疑犯，返回志和街的酒店搜查，再檢走部
分證物。警方相信已搗破該詐騙集團，疑犯全部通
宵扣查。

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的美食博覽，今
年已經舉行至第二十三屆。展覽每年均吸引
大批市民入場，有參展商表示，預計今年的
人流會上升，帶動生意額增加。南北行參茸
藥材有限公司高級市務主任崔家權表示，
「臨近中秋節，好多市民會入場買定啲平

貨，如海味、冬菇等等。加上農曆新年時貨
價會再上升，更多市民會早啲買定 『儲貨
』」。

盼主辦單位做好安排
崔家權指，公司已第五屆參加展覽，今

年除了售賣海味及湯包外，亦新加入韓國食
品作為主打。 「首一天會推出限量一百包
『一蚊』韓國健康豆奶作主打，貨品亦會有
『會場價』」。他預計今年生意會較去年上

升一至兩成，但擔心未來幾天打風，會影響
市民入場的意欲，又希望主辦單位的風暴安
排 「做得好啲」，酌情處理已買票入場的市
民。

安記海味有限公司負責人潘權輝表示，
業界今年上半年的生意較為清淡，期待下半
年市民的消費意欲會上升。他預計，場內會
有更多參展商推出優惠，吸引顧客。 「我們
的銷售策略是薄利多銷，希望今年（美食博
覽）的生意好，預計會上升一成半」。他指
展覽會首天會推出二十個 「一蚊鮑魚盆菜」
，亦新增 「懷舊區」，讓年輕一代感受一下
傳統的海味店。

台灣展商測試港市場
潘權輝預計，今年展覽的人流會上升，

但坦言 「打風好難講」。他指不希望展期會
受到颱風影響，加上展覽的場地稍後會有其
他展覽舉行，經已被預訂，相信美食展展期
不會延長。

今年美食博覽有超間一千家參展商參加
，台灣參展商五芳齋集團進出口事業部總經
理李莉指，公司為了是次展覽，首次推出
「八寶飯」及 「三角飯糰」， 「我們今次展

覽主要為推廣產品，測試香港市場的反應，
營業額並非最重要」。她指不擔心颱風會影
響人流，最希望能夠把廣品介紹給香港市
民。

警破千萬天仙局
五老千一網成擒

村民違清拆令案押十月審
【本報訊】兩名上水金錢村村民以村屋屬集體官批

地，沒有高度限制為由，限期前仍未拆卸僭建物，被政
府票控違反《建築物條例》。案件在粉嶺裁判法院預審
，被告指政府正進行自願登記僭建物計劃，不應被檢控
，但被裁判官拒絕。案件押後至十月中審訊。

兩名被告侯國祥和李君畦○六年將上水金錢村村屋
重建並建了四層，至○九年收到屋宇署的清拆令，但限
期屆滿前仍拒絕執行。

侯國祥向裁判官林偉權展示發展局前局長林鄭月娥
所寄出信件，指當局正推行自願登記僭建物計劃，不會
在九月底前要求村民清拆僭建物或作出檢控。但裁判官
認為，政策並不適用於今次案件，且今次已是自本年初
以來第五次提堂，認為案件已到了必須審理的階段。

另外，大棠荔枝山莊承認違反清拆令，案件押後至
下周二宣判。被告是四名姓梁的土地擁有人及大棠荔枝
園有限公司。案情指，荔枝山莊只可以作為鄉村觀賞用
途，不可以成為食肆。當局在二○一○年年底派人巡查
，發現山莊內有一間海鮮酒家，去年五月發清拆令，但
酒家一直營業，昨日仍在做生意。

【本報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在近日民
調結果中，成為支持率最高的問責官員，他昨日謙
虛表示 「不敢當」和有壓力，但會將之轉為推動力
。他稱剛成立的中醫藥發展委員會籌備小組，不會
就發展中醫醫院制定時間表，但支持私人機構投地
發展中醫醫院服務。

高永文昨日出席一個活動，被問到政府會否撥
地發展中醫醫院時稱，現時言之尚早，但當局對中
醫住院服務持正面態度，當局不會規定政府早前預
留四幅發展私家醫院的土地用以發展中醫醫院，但
若投得地皮的團體或組織開設中醫病床，政府會非
常歡迎。

他昨晨接受電台訪問時稱，委員會籌備小組將
於本月底開會，三個月後正式成立委員會。業界期
望設立中醫醫院，目前廣華醫院重建計劃雖包括中
醫病床，但重建需時十年，不排除個別大學會率先
提供中醫病床，服務中風、癌症及痛症患者等復康

病人。
高永文又提到，希望在新一屆立法會上任後，

立即展開討論規範奶粉的營養需求，初步先制定指
引。他昨天與日本農林水產大臣郡司彰開會，進一
步了解日本輸港食品安全事宜，雙方就日本進口嬰
兒配方奶粉中的碘含量進行交流，同意兩地政府應
繼續保持有效和緊密溝通。郡司彰強調，日本政府
會致力保障輸港食品安全。

他又提到，近日在各沙灘清理的膠粒數量大減
，希望在未來兩周內完成清理工作。多個政府部門
昨日在大嶼山、南丫島和長洲共清理逾四百公斤膠
粒。

高永文今日至下周一離港休假，下周二恢復上
班。他稱休假期間仍會與同事保持緊密溝通，關注
食衛局轄下事宜，尤其是清理膠粒及化驗嬰兒配方
奶粉碘含量的進展。

展商憂生意受損

高永文支持發展中醫醫院

▲ 潘權輝表示展覽會首天會推出二十個
「一蚊鮑魚盆菜」 實習記者蔡加怡攝

▲安記海味新增 「懷舊區」 ，讓年輕一代感受一下傳統的海味店
實習記者蔡加怡攝

▲ 「深水埗．灣仔腦場夏日電腦節」 昨日揭幕
，展期首次長達十三日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探員在現場檢獲懷疑行騙所得的七十萬元現金，
以及一批卡片等 「道具」

第二十三屆美食博覽展
日期：

地點：

開放時間：

門票：

主題：

推介平貨：

8月16日（星期四）至20日（星期一）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公眾館」早上10時到晚上10時（8月16日至19日）
早上10時到晚上6時（8月20日）

「公眾館及尊貴美食區套票」早上11時到晚上8時
（8月17日至19日）

「公眾館」$25
「公眾館及尊貴美食區套票」$40
（3歲或以下小童及65歲或以上人士免費入場）

美食及健康

「一蚊鮑魚盆菜」（安記海味）
「一蚊韓國健康豆奶」（南北行）
$88三盒鮑魚酥，包括XO醬、黑松露、蝦籽味（安記海味）
$99八包湯包（南北行）
$100任選五盒產品，包括拉麵、朱古力餅、紅酒（惠康）
$155月餅茗菜禮盒，原價$238（英記茶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