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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船灣天后古廟展龍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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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實習記者楊致珩報道：西貢糧船灣天
后古廟經歷約4個月的修葺後，昨日舉行開光儀式。
修葺後的天后古廟新增設文物館，展出具有重要紀念
價值的祭祀用品。糧船灣天后宮重修古廟籌備委員主
席張溢亮表示，希望藉此機會推動糧船灣旅遊業的進
一步發展，更希望下一步能夠得到政府的資助。

重修完工舉行開光儀式
有470多年歷史的西貢糧船灣天后古廟，已經歷4

次維修，最近一次維修在1999年。今次修葺於去年7
、8月期間展開，耗資約500萬元，主要是古廟旁加建
一座一層高的文物館，面積約200平方呎，展示廟內
約30件具重要紀念價值的祭祀用品，例如在每年天后
誕 「天后出巡」時所用的龍轎和天后衣等，當中歷史
最悠久的要追溯到建廟之初。

張溢亮表示，這些文物過往存放在雜物房內，興
建文物館後，文物可展示給公眾參觀，每件文物並附
上簡短介紹，讓公眾對天后古廟有更深認識， 「過往
到來天后古廟參觀的人，有些人連供奉的神叫什麼名
字也不知道」。

修葺工程的另一重點是加強古廟的燈光效果，並

在神像後方加設浮雕，並為神像加上了金箔和名稱。
張溢亮說，古廟內多處已變得殘舊，例如石灰剝落，
照明欠佳，而修葺工程聘用的設計師認為，光影效果
可更突顯天后神像，修葺工程完成後， 「連天后笑容
都特別好」。

加強照明天后笑容更美
張溢亮說，今次修葺的資金全是向善信募捐所得

，籌得善款總額為560多萬元，支付修葺工程開支後
，餘款留作日後保養維修用途。他稱，糧船灣現時每
月有過萬人次的旅客到訪，希望天后古廟修葺後，能
夠推動糧船灣旅遊業的進一步發展，將其發展成為適
合一家大細的休閒旅遊之選。他亦希望之後能夠得到
政府的資助，加強相關的配套設施，如增設碼頭等。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行政會議成員張學明、
西貢區議會主席吳仕福、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新界鄉
議局副主席林偉強等，昨日出席重修開光慶典。大會
還安排了過百席盆菜，招待到來參與開光儀式的過千
名善信，場面相當熱鬧。有居住在糧船灣超過40年的
村民說，希望通過這次修葺，能夠更好把這些文化傳
承到下一代。

桃花是新年必備年花之一， 「桃花大王」劉
海濤昨日表示，受去年10月颱風 「韋森特」襲港
影響，加上去年11月天氣和暖，12月天氣亦乍暖
還寒，令不少桃花提早開花，今年應市桃花數量
比去年大減50%，只有大約800棵桃花應市。桃
花失收，令花價上漲，劉指今年桃花售價按年平
均升50%，以高逾8呎大桃花為例，去年1棵約售
6000元至8000元，但今年至少要上萬元；一般市
民購買的3呎至4呎桃花，去年一棵售價約400元
，但今年亦增至600元。

桃花王不愁銷路一早訂罄
雖然花價上升，但卻無損銷情，劉海濤表示

，限量110棵的逾8呎大桃花，早在去年12月初便
被各大商家預訂，現已售罄。而今年最高的 「桃
花王」，高達18呎，種植期已有6年，亦以逾8萬
元出售。

面對近年有不少內地桃花輸港， 「桃花大王
」卻不愁被 「搶生意」。劉海濤稱，雖然本港桃
花與內地桃花價錢相差高達4倍，但內地花農一
般會選種較易打理的桃花品種，其花期通常只有
10至12天，開花量只有大約40%至50%，相比起
本地品種，花期可達20至25天，開花量更可高達

100%，本地品種明顯較優秀。
另一鮮花供應商 「年花大王」賴榮春亦指，

今年年花的成本價上升達50%，主要受舖租、人
工及運輸費上升影響，但他指，由於花墟商戶之
間競爭激烈，因此商戶都未有把上升成本全數轉
嫁消費者，年花價格普遍上升約20%，以水仙花
為例，去年6個水仙花頭售60元，今年售價為80
元至100元。

蘭花王成功培育夜光蘭
「蘭花大王」楊小龍亦指出，受通脹影響，

今年蘭花成本價上升10%，零售價將會上升約
10%至20%。他今年首次培育出號稱為全世界首
創的 「夜光蝴蝶蘭」，花瓣在黑暗中會發出紫紅
色暗光，此外，亦有新品種 「蛇紋年花」，在蘭
花花瓣上有如蛇皮的紋，楊小龍指，中國人認為
蛇是延年之物，因此 「蛇紋年花」有長壽、吉祥
之意。

將軍澳東港城將於本月25日至下月9日，連
續第7年舉辦最大室內年宵花市，內有逾50種年
花供選購，更有僅售8元的 「喜蛇開運蘭」，限
售88棵，預計花市可吸引300萬人次，按年升
25%，營業額可達1.8億元，按年升23%。

元旦商場生意增23%
【本報訊】送走2012，迎來新的一年，港九各區從除夕

夜開始充滿歡聲笑語。元旦日在尖沙咀一帶，舉行了第三
屆龍獅節，是本港今年的第一項盛事，200隻麒麟同舞，再
次創造了健力士世界紀錄。各大商場除夕元旦旺丁又旺財，
有商場表示，人流及生意額分別較去年增長32%及23%。

元旦雖然天氣寒冷，但市民熱烈慶祝的氣氛依舊不減。
在熱鬧的鑼鼓聲中，第三屆龍獅節開幕。本屆以金龍、南獅
、北獅、麒麟及貔貅 「五瑞獸」為主題，超過850隻一同在
尖沙咀組成大型巡遊，3500人參與演出，從廣東道出發，途
經文化中心和星光大道，最後巡遊至尖東百周年紀念公園。
當中有200隻麒麟同時舞動5分半鐘，成功打破健力士紀錄。
沿途有7萬市民和遊客觀賞，歡呼聲令整個尖沙咀沸騰起
來。

逛商場也是假日消閒的好去處，包括世貿中心、東港城
在內的新地八大商場及Mikiki於除夕元旦兩天共錄得213萬
人流，比去年同期大升32%；九個商場總營業額達1.02億元
，升23%。另外APM等新地12大商場，總人流550萬人次，
營業額達到1億1000萬，分別較去年同期上升18%及20%。全民退保年需2600億

【本報訊】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社會上不少
聲音要求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有學者指出，若推
行全民退休保障，在計算通脹的情況下，估計一年需
要高達2600億港元，所需財政資源非常巨大。

中通社報道，根據港府推算，在20年後年滿65歲
的長者多於香港人口的四分之一，人口老化問題迫在
眉睫。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偉文日前在報章撰
文指，假設20年後本港人口是800萬，四分之一為長
者，即有200萬人可受惠全民退休保障。若完全不考
慮通脹因素，以每名長者每月可領取6000元計算，
200萬人的全民退休保障開支，每月需120億元，全年
即是1440億元。若考慮通脹，假設為3%，在20年的
複息效應下，今天的6000元未來會變成10837元，每
月便會是217億元，每年開支高達2600億元。

蘇偉文續稱，應付全民退休保障需要龐大的資源
。一些意見建議以基金形式來運行，假如基金回報是
5%，沒有通脹計算的基金規模也要28800億元，但目
前本港的財政儲備還沒有達到這個數目。即使慢慢籌
措這筆資本，在20年間籌措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站在財政的角度看，任何政策決定需要在財政上過關
，好使政策可以有資源去實行其連貫性，而不是為了
目前的方便而不理未來的深遠影響。

蛇年農曆新年還有大約一個月便到，不少市民都會購買年花擺設，取其 「花開
富貴」 的意頭，但市民今年勢將要 「捱貴花」 。有桃花供應商表示，因去年10月颱
風 「韋森特」 襲港，摧毀不少桃花，加上天氣乍暖還寒，令不少桃花提早開花，令
年桃花供應量大減，花價按年大幅上升50%，但無礙銷情，逾百棵8呎以上大桃花
全數被預訂。有花商表示，受成本上漲影響，年花價格將上升約20%。

本報記者 林曉晴

【本報訊】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昨日發表聲明，駁
斥《蘋果日報》於前日發表的題為 「社協跪低 收巨
款拒遊行」一文中，對社協工作及居民意見的失實報
道。社協發言人何喜華指出，不實報道難以阻止社協
繼續接受商界資助，為基層市民和草根階層發聲。

與商界合作設學習中心
聲明表示，協會多年來除了倡議政府在貧困社區

內開設社區學習中心，亦安排社會各界人士探訪弱勢
社群。2012年年初已與新世界集團成員接觸，安排他
們探訪深水區內的貧窮家庭及兒童，經親身接觸下
，新世界集團主席鄭家純博士對有關服務表示肯定和

支持，因此於2012年4月已表示願意捐款開設社區學
習中心，並邀請社協為營運團體，為貧窮家庭及兒童
展開為期5年的學習及課後支援服務。社協願意接受
捐助，是因為 「對支援有關學童及改善跨代貧窮有好
處」。社協指，新世界集團捐助的1200萬元當中約
120萬元用作裝修新中心及添置器材之用，其餘每年
約200多萬元用於中心開支。該中心於2012年9月開始
投入服務。

社協發言人何喜華指出，社協一直都接受商界直
接資助，是 「幫助商界承擔社會責任」，部分資金直
接落實到貧困的個人和家庭。他稱，社協處理捐款是
「實報實銷」，並且 「唔理資金來源」。他續透露，

社區學習中心是實驗計劃，如果成效好，新世界集團
未來還會在香港五個貧困區，如觀塘、土瓜灣等舊區
開設更多同類中心，他強調，社協與商界的合作 「絕
無附加條件」，並且還要 「自行負擔行政費」。

蘋果歪曲兒童大使回應
聲明指出，報道引述協會兒童權利大使盧玥珊的

回應與事實不符。社協向盧小朋友查詢，她強調，並
沒有對蘋果日報記者說過報道中的言論， 「只強調會
看特首的施政，希望特首梁振英能處理貧窮兒童的住
屋問題等」。何喜華說，蘋果對小朋友的報道 「完全
是扭曲事實」。

社協在聲明中重申，協會成立四十餘年來，扎根
基層，致力完善各項保障人權和民生的政策， 「游說
政府官員，支持有利民生和草根階層的政策，而非支
持某一位官員或人士」。

冀成為闔家歡旅遊點

社協斥蘋果 收款報道失實

政政壇壇
八卦鏡

自由黨上月完成換屆，由周梁淑怡出
任主席，並另增設三個副主席，令副主席
人數增至五人。現時該黨已有立法會議員
方剛和鍾國斌兩位副主席，該黨中人分析
，相信新增的副主席會由年輕人出任，預
料需要數個月時間完成修改黨章程序後，
才能定出副主席人選。

該黨為鞏固地區實力，計劃在新界東
、九龍西和港島區派第二梯隊插旗，一則
為區議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二則亦希望
訓練新人，預計在本周末會在上述三區展
示三位新人的街板，或可為副主席人選帶
來啟示。事實上，該黨在香港島有五名區
議員，樁腳多為中產票源，而九龍西則沒
有太多中產代表；至於新界東則要承接田
北俊的工作，更需發展第二梯隊。

自由黨青年團昨晚舉行 「社會星期三
歡樂時光」，由新主席周梁淑怡作嘉賓，
自由黨青年團主席李梓敬擔任主持。周梁
淑怡表示，過往任主席兼顧的工作太多，
以致有很多事做得不好，希望透過擴大領
導層，有更清晰的分工，和有助培訓新人
，例如田北俊從政經驗豐富，在立法會專
注政治議題，副主席鍾國斌熟識中小企，
了解他們的需要。

她指出，黨員人數多並不是重要的指
標，發展亦不用太急進，最重要是吸納更
多有心服務和參與的活躍黨員，亦希望有
更多年輕人追求政治理想。周梁淑怡又說

，自由黨由上屆三名立法會議員增至今屆的五個，明
顯有所發展，而他們會保持中間中立的路線，由香
港的利益出發。她強調，最重要
的是代表市民的聲音，對事不對
人，不希望社會太兩極化，與任
何政黨都有合作空間。

【本報訊】記者梁少儀報道：古物諮詢委員會委
員林筱魯昨日獲政府宣布委任為主席，接替已於去年
底任滿的前主席陳智思，任期兩年，由本月1日起生
效。由半年前為與陳智思 「共同進退」而一度呈辭古
諮會，到今天 「爆冷」接棒出任古諮會主席，林筱魯
稱不怕接手近年愈趨政治化甚至變成 「燙手山芋」的
文物保育工作，上任後重點工作是推動保育政策檢討。

本身是註冊規劃師、現任安石集團（控股）有限
公司主席的林筱魯，在古諮會擔任委員已滿6年任期
，去年6月的舊政府總部西座保育爭議事件中，為支
持被質疑投票決定的陳智思，一度呈辭古諮會委員。
他稱當時呈辭是為了挽留提出辭職的陳智思，而陳智

思最終決定留任至去年底任期屆滿。
坊間曾經流傳可能接任古諮會主席的名單中，林

筱魯的名字從未出現，他稱是近期接獲政府邀請，考
慮個人在時間上能否應付後，決定接受委任。文物保
育議題近年愈趨政治化，甚至變成政府的燙手山芋，
林筱魯稱，自己並非出於無知而接受委任，更說 「雖
然唔係捧晒成個山芋，但多年來都捧住」。

他稱上任古諮會主席後，除要完成1,444個歷史
建築物評級，另一重要工作是發展局將展開的文物保
育政策檢討，他希望古諮會可主動參與，先討論檢討
範圍，包括在建築物條例規範下，文物保育工作遇到
的困難。他稱若想鼓勵私人業主保育歷史建築，但現
行法例繁瑣，令希望保育的人士感到困難，並非好事
，至於具體檢討方向，他稱將與全體古諮會委員一起
討論決定。

林筱魯一向堅持，歷史建築評級與文物應否保留
不拆，完全是兩回事，強調不應為保留某個文物建築
，而將其給予較高評級，認為這會令事件亂了套。

政府昨日並宣布，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同時再度委
任古諮會10位現任委員，和委任12位新成員，包括陳
捷貴、陳家駒、趙麗霞教授、何培斌、廖宜康、林清培、
倪以理、盛慕嫻、鄧淑明、鄧淑德、謝淑瑩及黃比。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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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筱魯任古諮會主席

颱風摧花 桃花價飆50%
年花

8呎以上桃花（1棵）
4呎至6呎桃花（1棵）
3呎至4呎桃花（1棵）
水仙（6個）
百合（5冠）

價錢
$10,000
$1,800
$600
$80
$128

桔仔（8吋）
大桔仔（16吋）
蘭花（1枝）
劍蘭（20枝）
資料來源：各大鮮花供應商

$68
$1500至2000
$140元至150
$350至380

今年年花花價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敲響銅鑼，龍獅巡遊正式開始

▲

林筱魯
（左二）
獲政府委
任為古物
諮詢委員
會主席
資料圖片

▲糧船灣
天后宮修
葺後開光
，逾千信
眾參與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左四）、行政會議成
員張學明（左二）、鄉議局副主席林偉強（左一）
等出席開光典禮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將軍澳一
大型商場將
於本月25日
至下月9日
，連續第7
年舉辦最大
室內年宵花
市

本報記者
林少權攝

▲ 「蘭花大
王」 楊小龍
首次培育出
號稱全世界
首創的 「夜
光蝴蝶蘭」

本報記者
林少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