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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人的行人專用區？
近月就油尖旺區議會撤銷旺角行人專用區進行表決，最終議決獲大比數通過，有居民商戶表示支持，
但亦有過往使用行人專用區的市民認為受是次議決影響，少了一個活動空間。

青年有話說

◀油尖旺區議會
大比數通過撤銷
旺角行人專用區
的動議

梁秉堅
香港菁英會秘書長、香港五邑總會副理事長
筆者在香港土生土長，在這十數年間
看到 「大笪地」、 「行人專用區」等建議
，成立、轉型、取消撤銷。每一個項目推
行出台前，醞釀期間都會有不同的持份者
支持和反對，原因是基於對於計劃或項目
，或會影響他們長久的既得利益。

須照顧當區持份者
在一個城市的規劃而言，必須要照顧
當區的持份者，以及區內經濟生態和人文
的可持續發展，假如着重點有所偏差而又
影響了區內持份者的利益，便會產生不良
的效果並引起矛盾。在十多年前，有社區
領袖和地區人士推動香港發展各社區內的
地區經濟，以促進社會多元化發展，以及

經濟發展的多樣性。政府當時批准民間團
體以 「短期租約」方式在黃大仙舉辦 「騰
龍墟」，給予小本經營的商戶、初創青年
，以及弱勢群體能夠通過特色的墟市合法
經營業務，帶動社區經濟發展。
及後，在香港島區再推出 「大笪地」
夜市，以模仿老香港的夜市特色而設計，
除了可以讓老一輩的香港人能懷緬過去外
，同樣可以讓小本經營的商戶謀生計。及
後，政府在元朗區批出臨時用地給予非牟
利機構經營墟市，異曲同工，成效正面。
上述的墟市均為短期的先導計劃或短期項
目，在人流管理、噪音控制、環境衛生、
交通運輸安排，都是在一個指定的時期之
內發生，與民居有一定的距離，長遠不會

黃鵬
香港菁英會理事、
香港跨境電子商務協會名譽會長
近日，應朋友邀約到屯門三聖邨吃晚飯，經過
多年甚少踏足的元朗及屯門兩區，發現這兩區可用
「旺爆」二字來比喻，聽的士司機說，元朗這兩、
三年新增人口達二十來萬，確實今非昔比，市況繁
榮。其中參與晚飯的其中一位澳門朋友透露，他多
年來一直在屯門工業區經營倉儲物流，現時工業區
租金一直在升，三、五年前每呎二至三元，現在都
變成由七、八元起跳，元朗倉庫用地現在每呎亦要
十多元。港珠澳大橋未開通，但我們已感受到其所
帶來的變化，亦可以說大型基建可刺激當地經濟。
現時不但本地商家到屯門、元朗投資，很多粵
港澳灣區資本、客流都來到這兩區。畢竟兩區離深
莞惠近，屯門碼頭又開通了來往澳門的客輪航線，
在港珠澳大橋開通在即，具有強大的區位磁力，實
在是非常具有投資潛力的區域。

對該區的生態造成重大變化。由於這些乃
非長遠項目，即使是成效顯著，又不能長
遠發展，難以成為可持續發展項目。
而「行人專用區」在香港多處實行，除
了旺角之外，還有油麻地近榕樹頭、銅鑼
灣近崇光百貨、赤柱、上水石湖墟等不同
地區。據運輸署所表述的目標顯示，行人
專用區是希望改善行人的安全及流通情況
，提倡以步行作為一種交通方式，勸阻非
必要的車輛駛入，以及改善整體行人環境。

涉及利潤 原意已失
就撤銷旺角行人專用區議題，有議員
站在居住在該區的居民利益上，以獲得較
舒適宜居環境而支持，有長期在該區租置

門市地舖的商戶認同撤銷旺角行人專用區
的議案；但又有地產商認為撤銷後會人流
減少而影響租務市場，而在行人專用區內
表演的藝術者則認為扼殺了表演的空間。
有人認為撤銷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起因是街
頭表演聲浪過大，甚至是 「鬥大」；表演
者有組織地 「霸位」阻礙個體的表演者的
生存空間；街頭表演已成為帶來利潤和恆
常的收益業務經營，已失去純粹表演的原
意。
莫論任何原因，當一個地方的生態文
化出現了異常而未能通過民間解決，便需
要政府介入以解決問題。筆者翻查資料，
發現在旺角行人專用區議題上曾收到居民
申訴，可惜過往並未有獲區議會的支持，
媒體及政客更不會為該區居民請命。現時
，撤銷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議案已獲通過，

港珠澳橋將通車 屯門元朗變新天
我近日更了解到元朗、屯門新樓盤均衝破1.5萬
元的呎價，向二萬元出發，個別盤源實際更早已破
二萬元。很多人問我，為何香港那麼貴的房價，還
有人爭着買？我着實回答，只要有人開了價，有人
應了價，就有其市場價值存在；就如一些旺舖食店
，本來租金十萬，到期加租28萬，租客仍租，證明
該食店利潤能承擔及消化加租所帶來的成本。亦有
些店舖月租十萬加到四十五萬的仍有人租，證明確
實有其實在價值。有 「實力」才敢這麼叫價，這不
是頭腦發熱而是理性判斷。
事實上，屯門、元朗一直是本地物流業後勤保
障基地，一線運作中心都在赤鱲角機場與葵涌碼頭
。至於貨運公司及空運倉、海運倉基本分布在九龍
灣、青衣、葵芳、荃灣、觀塘及新蒲崗，大件貨物
存放則大多都在屯門、元朗一帶。近年興起跨境網

購，更加趨旺兩區物流用地，再加上港珠澳大橋即
將通車，粵西方向的物流將更通暢及帶來大量客流
、物流，勢必將香港的物流業帶上一個新水平。

▲港珠澳大橋即將通車，勢必將香港的物流業帶
上一個新水平

選擇做對的事才不負此生
高松傑
香港菁英會社會民生研究會主
席、音樂堂慈善基金會主席
「當你回首往事時，不因碌碌無為而悔恨，不
因虛度年華而羞恥，那你就可以驕傲地說，你不負
此生。」此話是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終身成就
獎得主楚原先生的得獎感言，可謂鏗鏘有聲，令筆
者深省。
筆者不禁想起前年旺角暴亂事件，當中更有很
多年輕人參與，事情釀成多達九十名警員浴血受傷
。事發至今，多名參與者相繼上庭受審，其中多人
已被起訴或已進入司法程序，他們涉及暴動、襲警
、縱火、非法集結等罪名，陸續被判入獄、入教導
所等。判刑最重的，需要飽受四年零九個月喪失自
由的鐵窗生活。特別是年輕人，每一宗被判入獄的
新聞，筆者也很心痛，年輕人心智未成熟，被不法

之人誤播錯誤觀念，作出違法及暴力的行為，慘成
代罪羔羊。

盼年輕人勿暴力亂港

正確的事，活出精彩充實人生。筆者希望年輕人能
夠參照借鏡，不要再走違法暴力亂港的錯誤事情，
「選擇做對的事，並把對的事情做對。」未來的你
必定會感謝今天作出正確選擇的你。

對於因為以任何政治訴求和所謂 「社會公義」
為名，將暴力違法行為合理化、合法化，顛倒是非
的非法行為而前途盡毀，真的值得嗎？筆者可以用
過來人身份肯定他們到懂事的時候必定十分後悔，
如果用十年後的自己站在現在的角度看待現在的事
情，你就會發現，也許十年後的自己根本就不在乎
這些事情。所以現在筆者寧願把時間專注於事業，
工餘的時間組織一些義工計劃，幫助社會上很多真
正有需要的人，你就會發現，你的人生將會很不一
樣，內心充實和富足。
早前香港菁英會與其他青年組織合辦 「人生非
偶然」分享會，演藝界名人馬浚偉先生的分享令筆
者感受很深，馬先生細數演藝人生中的高低起伏，
勉勵年輕人如何善用時間，做出正確的選擇、做出

▲年輕人心智未成熟，被不法之人誤播錯誤觀念
參與旺暴

智能枴杖防長者跌倒失救
成來自大學。社創基金秘書處稱，五億元基金現
已撥款逾1.2億元，700個項目仍在申請資助階段
，基金會按項目質素及對社會效益審批申請。

先推200支 暫定售2000元

張
▲仁良（中）試用專門為長者設
計的多功能智能枴杖

社企 「BNET Tech」研發智能枴杖，針對長
者所需加入多種功能，包括緊急求救、跌倒通報
、暖手、照明等，枴杖採用鋁合金和纖維物料，
重500克，能連接手機應用程式，當長者跌倒，
枴杖透過手機定位，自動發短訊予家人，即時知
道長者有跌倒情況及位置。該公司聯合創辦人梁
渭聲表示，智能枴杖的 「智能」不單體現於連接
手機，更多是在設計理念和細節，枴杖無開關按
鈕，握着手柄即通電，放手便斷電，而充電與掛
放設計為一體，充電流程簡單， 「一掛就充不會
忘記」。
梁渭聲續稱，團隊共四人，2015年底至今，
已花約30萬元研究出如今的原型產品，去年底申
請社創基金撥款，今年四月獲50萬元資助，未來
會加強與非政府機構合作，讓更多長者受惠。他
補充，今年會完善產品並投入生產，冀年底率先
推出200支，價格暫定為2000元。

突出香港優勢 發展特色產業
莊學謙
香港菁英會會員、雲港台青
年交流促進會常務副秘書長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六月初結束了訪問愛爾蘭。他近
日在網誌上發表文章，稱在愛爾蘭參與研討會期間，發現
香港與愛爾蘭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處，對於發展金融科技
和飛機租賃業務，可以借鑒愛爾蘭的成功經驗，並結合香
港本地特色，發展出一套香港獨有的創新科技體系。
陳茂波網誌上指出，愛爾蘭透過善用其歐洲西端、面
向大西洋的地理優勢，將自己定位為連繫歐洲和北美的主
要門戶及航空樞紐，加上年輕、高教育水平的勞動力和非
常具競爭力的稅率，吸引了不少跨國科技巨擘落戶，發展
出金融科技產業。最終渡過金融危機，經濟迅速復甦，甚
至有能力向IMF提前還清債款。
而香港無論在地理上和城市發展特點上，與愛爾蘭有
很多相似之處，例如香港是連接內地和全世界的亞洲航運
中心，飛機租賃有天然的市場。同時，香港也是國際金融
中心，在亞洲甚至世界的金融體系中佔有重要的位置，金
融科技的發展，也離不開這片土壤。陳茂波指出，過去
四年，香港的金融科技企業合共獲得的投融資超過九億
美元，比新加坡多近兩倍。政府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已
預留五億元，用以支援數碼港內的初創企業，包括金融科
技企業。

港擁世界一流大學科研團隊
筆者十分同意陳司長的觀點，香港作為國際都市，擁
有一流的大學和科研團隊，在創新方面本不會落後，可
是如何結合香港自身優勢，選擇發展重點，卻是一門學
問。手機支付、網上銀行等業務，本就是金融中心的香
港則是責無旁貸的需要加強發展。並且，香港得天獨厚
的地理位置和角色，也讓本港成為內地先進推廣經驗與
外國規範發展經驗的橋樑─金融科技在香港的確前景無
限。
除了有自身天然的條件，政府和公司的努力也不容忽
視。飛機租賃業務要在一個地方成功發展，跟其他稅務管
轄區的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網絡亦甚為關鍵。陳茂波稱，本
港目前已跟39個稅務管轄區簽訂了相關的協定，並正積極
與另外13個稅務管轄區進行磋商。只有這樣不斷地作出努
力，與各國各地區不斷溝通談判，為雙贏的結果作出妥協
，才能更好的提升現有優勢，發展出香港自己的創新特色
產業。

中大新技術精準切除肺癌
【大公報訊】記者林海莹報道：肺癌是香港頭號殺手
，早期症狀不明顯，當發現肺部有可疑陰影時，以往要等
陰影大至一厘米，才可抽取組織化驗。香港中文大學胸腔
外科團隊，2015年研發利用 「混合手術室」及 「電磁導航
支氣管鏡」結合技術，協助醫生精準定位小至兩毫米的病
變組織，即時切除。團隊至今利用新技術為53名患者切除
病變組織，當中逾七成人確診早期肺癌，手術成功率達
100%。

單孔微創 可深入難達部位
中大醫學院外科學系心胸外科組副教授吳士衡表示，
新技術利用 「混合手術室」的實時影像掃描技術，配合 「
電磁導航支氣管鏡」，定位誤差少於一毫米，另配備 「C型
機械臂影像裝置」，提供實時360度斷層掃描影像，準確找
到小至兩毫米的病變組織，抽取化驗或切除。他又稱，肺
癌近年有年輕化趨勢，即使無煙酒習慣，亦可能患上肺癌
，懷疑與空氣污染有關。
57歲的體育老師區先生，去年因胸痛去私家醫院做電
腦掃描，誤打誤撞發現肺部有三處可疑陰影，由於陰影細
碎、分散，私家醫生懷疑是擴散的末期肺癌。區先生稱不
敢相信，他平時經常運動，又沒有煙酒習慣。經轉介到威

爾斯親王醫院，新技術診治發現，三處病變組織均小於一
厘米，確診為早期肺癌，醫生分兩次手術將左右肺的病變
組織切除，術後一個月已可運動。
中大外科學系心胸外科組名譽臨床助理教授劉穎虹表
示，傳統抽取組織的方法，如細針刺穿胸壁活檢或開胸手
術，入侵性及出現併發症風險較高，傳統氣管鏡可達到的
肺部範圍僅一半，而新技術以單孔微創的方式，可深入肺
部難達部位，至今沒有出現併發症或死亡個案。

中大利用新技術協助醫生精準定位
▼
病變組織。圖左起為劉穎虹、吳士衡
、早期肺癌患者區先生
大公報記者林海莹攝

【大公報訊】記者楊州報道：社創基金過去
三年撥款逾1.2億元，資助140個項目，涵蓋醫、
食、住、行等範疇，受惠人士達10萬人，當中數
項與改善長者生活相關。有社企為長者設計智能
枴杖，若掉在地上15秒無拾起，即時通知家屬及
發出警報聲，減輕長者因跌倒失救引致的風險，
今年年底將推出200支，每支二千元。亦有社企
為長者設計家居，可滿足長期病患的需要。
社創基金專責小組主席張仁良稱，140個獲
資助項目中，兩成來自社福機構和志願團體，一

「馬後炮」的議論紛紛，包括非油尖旺區
的議員都 「突然」為民請命，對議題說三
道四，並將責任全歸咎於政府 「殺街」過
急，過往又沒有做好管制和執法；筆者有
感若當天執法人員依法辦事，又會有 「義
人」認為執法過嚴，扼殺藝術發展，又試
問誰能定錯對？
最後，筆者還是希望香港能給予表演
藝術和相關工作者生存空間，甚至是發展
成為香港特色的項目，但發展必須要顧及
各方利益。媒體、 「馬後炮專家」在反對
時，能否給予當區居民，特別是弱勢群體
，如老弱、新移民、基層家庭多一些同
理心，試站在別人長期在當區生活中所承
受的壓力，才來給予一個持平公正的判斷
。筆者認為香港是一個關愛社會和諧的社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