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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迪園重開 市民安心暢玩
文憑試生每天園外溫習待入園 指「掃碼」玩得更放心

特區政府日前進一步放寬社交

距離措施，不少市民連日外出吃

喝玩樂，令本港食肆晚市再現旺

場，不少人更到自去年12月閉園

至昨日重開的香港迪士尼樂園大

玩特玩。近200名市民昨晨9時許

已於閘前排隊輪候入樂園，有應

屆文憑試考生直言，每天都在樂

園外的大街上溫習等待重開一

刻。由於疫情持續，園方採取多

項防疫措施，包括固定社交距

離、人流管制及進場者必須使用

「安心出行」等。入園者均認為

雖然防疫措施不太方便，但仍會

配合園方要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新冠肺炎疫情
令社會關注樓宇渠管「播毒」問題。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鄭泳舜、陳恒鑌及柯創盛昨日約見發
展局局長黃偉綸，促請政府參考「樓宇更新大
行動2.0」做法，成立20億元樓宇渠管檢測與
維修專項基金，以支援舊樓業主檢測有問題渠
管，及作出維修或更換，同時要求政府成立跨
部門專責小組，統籌樓宇渠管的檢驗及維修工
作。
鄭泳舜以其選區九龍西為例指，農曆新年前
的多次封區行動都暴露了舊樓渠管問題。不少
舊式樓宇內部劏房林立，不僅衞生環境堪憂，
渠管亂駁錯駁的現象更是常見，導致滲漏時有
發生，令人憂心樓宇及渠管老化問題帶來播疫
風險，一旦有舊樓居民染疫，室內外渠管頓變
「播毒」源頭。

柯創盛表示，希望政府可以聽到民眾
對渠管問題的擔憂，以「自願參與、政
府介入、風險為本」原則設立基金，對
資金不足的大廈「先入場、後收費」，
進行渠管修葺，並促請發展局特事特
辦，屋宇署主動出擊，爭取在十八個月
內率先做好全港兩萬棟舊樓檢測，以解
市民現時燃眉之急。

倡設高層次跨部門專責小組
他批評，過去政府跨部門工作時常各自

為政，希望政府可成立高層次跨部門專責
小組，統籌、落實及跟進有關工作，並做好宣傳
與溝通，提醒業主及法團做好渠管管理。他又
指，此舉同時可增加渠管相關專業人士的就業機
會。

陳恒鑌則引述，局長在會面中表示會積極考
慮建議。他又促請政府成立渠務專家顧問組，邀
請專家及業界代表參與，就渠務問題提供意見，
作出改善，日後若有相關修例可做得更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
隨着本港近日疫情放緩，加上特
區政府也容許部分表列處所恢復
有限度運作，香港賽馬會昨日宣
布，在審慎考慮場外投注站重開
後的運作情況及顧客需求等因素
後，決定由下周一起開放所有場
外投注處，在嚴格執行公共衞生
措施的情況下為顧客提供賽馬及
足球投注服務，但不會提供六合
彩投注服務。不過，如場外投注
站位於政府劃出的「指定區域」
內或附近有確診個案，則會暫停開
放，市民可瀏覽馬會網頁https://
is.hkjc.com/ocb/ocbbizhour_ch.
pdf，查閱最新資料。

場外投注站的開放時間為非日
馬賽事的中午12時至下午6時，
日馬賽事則會休息，將提供賽馬
及足球投注、投注戶口提存、兌
換現金券或中獎彩票及開設或重
啟投注戶口的服務，但不會提供
六合彩投注服務。為避免場外投
注站聚集人群，因此將不會直播
賽馬或足球賽事。除服務櫃枱
外，顧客也可利用馬會電子錢包
在自助售票機進行投注，並須於
使用服務後離開場外投注處。場
內將實施嚴格的公共衞生措施，
包括體溫檢查、口罩佩戴、保持
足夠的社交距離及定時進行清潔
及消毒。

馬會投注站下周一重開民記促設20億樓宇渠管檢修基金

●民建聯促請政府參考「樓宇更新大行動2.0」做法，
成立20億元樓宇渠管檢測與維修專項基金。

迪士尼樂園昨日重開後首批顧客之一，
是就讀中六的迪士尼「粉絲」嚴同

學。他直言期待樂園重開已久，當前日得知
樂園可以重開，即時花4小時刷新迪士尼網
站頁面，終於成功搶到門票，當晚更「興奮
到瞓唔着」。
身為今年應屆文憑試考生的他直言，自樂
園閉園以來心情變得十分暴躁，且家中屢傳
來裝修聲，故在園區關閉期間每天都到園外
的噴水池溫習，並認為「安心出行」程式能
讓自己在園內更順暢出入，故也會樂意配合
使用。
同樣掛念迪士尼樂園的鍾同學昨日與親友一

行5人到樂園遊玩，他笑言自己最掛念的是
「灰熊山谷」過山車。其表姐唐同學則表示，
同樣十分想念機動遊戲，更指自去年7月到外
國讀書後，就沒有來過香港迪士尼樂園。
不少家長帶同年幼子女到現場看看新擴建

的城堡，莊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說，自己
早已承諾兩名子女一起看新城堡，惟受疫情
影響，一直把行程擱置至今，昨日終可趁兩
名子女開學前到樂園遊玩。

市民：為人為己願用「安心碼」
莊先生表示，雖然進出樂園需要使用「安

心出行」會帶來不便，但為人為己，也會配
合使用。他的女兒對樂園重開感期待，最希
望去「小小世界」拍照留念。
不少進入樂園的市民都喜歡與迪士尼人物

「抱抱」與合照，不過，由於疫情持續，市
民與迪士尼人物合照時也要保持1.8米的「社
交距離」，其間不得有身體接觸。園方還有
多項防疫措施，包括入園前要探熱及掃描

「安心出行」碼。樂園現時每周開放5天，
逢星期二、四暫停開放，涉及運作的演藝人
員亦需每14天接受一次新冠病毒檢測。

晚市堂食旺場 東主：遲來的春天
此外，不少食肆在周五晚市繼續旺場。錦

壽築地負責人錦師傅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前天及昨晚市均告爆滿，整體生意
額較之前上升一倍：「生意好到訂位一早
爆，好多Walk-in客都要摸門釘。」
但錦師傅直言，晚市重開是「遲來的春

天」，因其佐敦分店於過去兩個多月已蝕近
60萬元，「政府無資助，業主又唔肯減
租。」故已決定該店於下月31日結業；其
上水分店過去兩個月亦蝕約10萬元，但仍
會繼續營業。
錦師傅指出，仍有意再開分店，但要待疫
情穩定後再決定，「可能等大家都打完疫苗
才再開，否則若突然再爆多波疫情，開完又
要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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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進入香港迪士尼樂園的市民，入場時需探測體
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嚴同學對能再度到迪士
尼樂園感到興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迪士尼樂園昨日重開，入園者均需掃描「安心出行」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莊先生昨日帶子女到迪
士尼樂園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進入樂園的市民與迪士尼卡通人物合照時要保持1.8
米「社交距離」，不得有身體接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不少市民趁放寬晚市堂食限制，
昨晚出外晚膳，有食肆外排滿等候人
龍，座無虛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100萬劑科興疫苗昨日抵港，成為
首批抵港的新冠疫苗，特區政府感
謝中央全力支持，呼籲市民積極接
種疫苗。但令人氣憤的是，個別攬
炒派區議員和醫護人員，公然與政
府的防疫措施作對，造謠、抹黑國
產疫苗和「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這些人是公職人員，理應為市民服
務，卻做出破壞抗疫、擾亂社會的
行徑，說明香港現行的選舉制度和
公職人員管理制度出現問題，有必
要進行檢討改革，確保「愛國者治
港」原則得到貫徹落實，為香港選
賢任能。

政府強化執行禁足強檢以及病毒
追蹤，再加新冠疫苗抵港，即將展
開接種計劃，本港有望逐步控疫、
恢復正常經濟生活秩序。但是「攬
炒派」以政治掛帥，把抗疫政治
化。油尖旺區議員陳嘉朗在 Face-
book 發文，列出反對「安心出行」
而放棄恢復晚市堂食的食肆，更說
什麼「要真正『安心出行』，不是
掃個碼或填紙仔」，對政府的抗疫
措施潑髒水；多名攬炒派政客更曾
召開記者會，反對政府強制使用
「安心出行」。去年抗疫初期發動
「醫護罷工」的「醫管局員工陣
線」，日前擺街站公開聲稱「安心
出行」洩露市民私隱，醫管局和創
科局昨日公開促其停止發布失實資

訊，奉勸其回歸客觀理性與市民同
心抗疫。

區議員、醫管局的員工都是公職
人員，理應為市民服務，在抗疫的
困難時期，更應與政府、市民同心
抗疫，不能為政治利益干擾抗疫，
將一己政治私利凌駕市民健康安全
和公眾利益之上。這些政客、政棍
與民意背道而馳，損民利益，也反
映出現行制度存在缺陷。

2019 年修例風波，黑暴橫行，不
少攬炒派乘虛而入，搶佔區議員議
席，這些政客堂而皇之進入建制架
構，從不認真履行為社區居民服務
的職責，而是事事政治化，干擾抗
疫、疫苗接種順利進行。這些政客
政棍根本不符合「愛國者治港」的
原則，有必要完善選舉制度，不能
讓亂港殃民政客混入建制架構。

無論是攬炒派政客、醫管局搞事
員工，這些人造謠生事，阻礙抗
疫，損民利益，卻缺乏有效的問責
懲處機制。

本港選舉制度是全國人大根據憲
法和基本法確立的，其發展和完善
直接關係到國家的主權安全以及香
港的繁榮穩定。本港公職人員必須
尊重憲制、真誠服務市民，有必要
從選舉制度、問責機制進行一系列
的檢討和改革，確保公職人員盡忠
職守、奉公為民。

加強公職人員管理 不容干擾抗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昨日公開專責小組的香港電

台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商經局局長邱騰華引述
報告批評，港台管理出現多項問題，包括編輯管
理制度存缺失、問責意識薄弱等。港台作為公營
廣播機構、政府部門，亂象叢生、積弊難除，甚
至淪為煽「獨」縱暴、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
喉舌，嚴重違背《港台約章》，問題根源在於港
台不認同「一國兩制」、不尊重香港回歸祖國的
憲制秩序，港台的管理層亦不符合愛國者的標
準。為免港台再以「編輯自主」作為「擋箭
牌」，在反中亂港的歪路越走越遠，政府必須下
決心改革港台、撥亂反正，讓港台切實履行《港
台約章》，正確履行新聞專業職責，為維護「一
國兩制」傳遞正能量。

商經局檢討報告揭發港台管理混亂，包括濫用
公帑、投訴機制欠透明、甚至刻意聘用涉嫌干犯嚴
重刑事罪行的演員，雖令人咋舌，但也非什麼新鮮
事。港台一直被各界炮轟管理不善、立場偏頗，但
情況多年沒有改善，反而變本加厲。此次商經局檢
討報告揭發的問題，仍停留在港台行政管理的表面
層面，其實港台亂象的病源在於抗拒香港回歸祖國
的事實，港台管理和節目製作不以尊重「一國兩
制」大局為出發點，對《港台專業人員守則》和
《港台約章》陽奉陰違，乃至視若無睹。

正因此，港台長期利用虛假炒作的手段製作節
目，還以新聞報道、評論作掩護，助長黑暴、抹黑
警方、公然鼓吹「港獨」「台獨」，把港台堂堂公
營廣播機構、政府部門變成公然反中亂港的政治工
具。更令人不可接受的是，港台拿新聞自由、編輯
自主當作護身符，從不聽取、接受公眾的批評，更
遑論採取改進行動，儼然是針插不入、水滴不進的

「獨立王國」。
《港台約章》明確規定，作為香港的公共廣播

機構，港台須讓市民認同公民身份及促進公民社會
發展，包括：提供準確而持平的新聞報道、資訊、
觀點及分析，以加強市民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的認
識；增加市民對「一國兩制」及其在香港實施情況
的認識；以及提供讓市民了解國家和社會的節目，
培養市民對公民及國民身份的認同感。《港台約
章》訂立這些規定，就是因為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特別行政區，不是獨立政治實體，港台作為香
港的公共廣播機構，履行以上職責和義務責無旁
貸。

港台的員工中有不少是公務員，港台的合約員
工也是公職人員。擁護基本法、效忠中國香港特
區、盡忠職守和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是基本法和
《公務員守則》下公務員的一貫責任，也是政府和
社會對公務員一貫的期望和要求；公職人員擁護基
本法、效忠香港特區是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規
定，符合憲制秩序，體現愛國者治港，天經地義。

香港尊重、重視新聞自由，基本法也保障新聞
自由，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不可能也不應該干預港
台的採編業務，但是港台的編輯自主必須符合「一
國兩制」原則和《港台約章》，更不能打着新聞自
由、編輯自主的旗號，以新聞報道作包裝，販賣分
裂國家、鼓吹暴力仇恨的資訊，誤導荼毒港人，損
害香港繁榮穩定和國家安全利益。

港台病毒纏身，不能再諱疾忌醫。特區政府必
須從制度、執行及監察上對港台進行刮骨療毒的改
革，堅守「一國兩制」原則，按照「愛國者治港」
的要求，加快港台重整，讓港台全面履行《港台約
章》下作為公共廣播機構及政府部門的使命。

港台積弊難除 根在拒認同「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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