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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社團聯會昨日舉行 36
周年會慶暨第十三屆常務理事會
就職典禮。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
視像致辭中表示，選委會選舉已
經順利完成，產生了更具廣泛代
表性、更符合香港實際情況，體

特首：施政報告推港融國家發展
將善用中央惠港政策 為港勾畫更美好未來

現香港整體利益的選舉委員會。
因應中央推出多項惠港政策，她
在下月發表任內的最後一份施政
報告，希望善用中央支持，推動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香港
勾畫更美好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署理行政長官陳茂波、香港中聯辦副主
任何靖、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方建

明、解放軍駐港部隊副參謀長鮑偉忠等出
席，超過400名嘉賓到場致賀。
新社聯在剛過去的選委會選舉取得超過
110 席，正率團到四川成都的林鄭月娥昨
日透過視像致辭表示，新社聯代表基層社
團界別晉身選委，使命光榮，責任重大，
相信他們一定會盡心竭力履行職務，並期
望同聯會一同為建設香港而努力。

陳茂波：新社聯扮演重要角色
陳茂波致辭表示，「今年係特別值得紀
念嘅一年，不但新界社團聯會成立 36 周

年，更標誌着香港的發展進入一個新階
段、新里程。」
他指出，隨着未來新社聯的發展日益壯
大，在新一屆會長和理事的領導下，相信
聯會會務必定會更上一層樓，服務更貼服
民心、切合需要，而新社聯在新界以及全
港的發展中，也定必會扮演更加積極重要
的角色。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李薊貽致辭時，
充分肯定新社聯堅定不移地高舉愛國愛港
旗幟，支持特區政府止暴制亂，深入社區
抗疫防疫。積極參與選委會選舉，共同營
造出參政議政新氣象，重塑了新的選舉文
化，彰顯了新選制的進步性和優越性，有
助於香港社會從泛政治化到非政治化轉
變，有助於特區政治體制從不穩定到穩定
轉變，有助於推動香港民主增強代表性和
均衡性，有助於推動香港聚焦發展謀求良
政善治。
他表示，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和完善選舉
制度護航，新界佔盡香港與內地交流合作的
區域優勢，是香港的未來，而且是看得見的
未來，希望新社聯在更廣闊的平台上發揮更
大作用，為香港開啟發展新篇章，為
「一國

●新界社團聯會昨日舉行成立36周年會慶暨第十三屆常務理事會就職典禮，賓主合影。
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作出新的貢獻。

梁志祥盼選委獻力
「一國兩制」
新社聯會長梁志祥表示，香港國安法實
施為香港營造理性氛圍，完善選舉確保
「愛國者治港」，剛過去的選委會選舉是

蔡冠深：今年國慶活動意義重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同胞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2 周年文藝晚
會定於10 月 1 日晚上7 時正，在紅磡香港
體育館舉行。晚會將邀請不少青少年參
加演出，突出本港年輕人的正能量。香
港同胞慶祝國慶籌委會秘書長蔡冠深表
示，自從中央落實香港國安法，由亂及
治後，香港社會恢復繁榮穩定，今年籌
辦國慶活動的氣氛明顯好轉，整個籌辦
過程以及邀請嘉賓等方面，都較以往順
利。
香港同胞慶祝國慶籌委會每年都籌劃一
系列慶祝國慶活動。蔡冠深表示，今年舉
辦國慶文藝晚會意義重大，是香港國安法
實施之後，香港社會由亂及治、走向長治
久安局面中的首場國慶文藝晚會。
他介紹，今年 10 月 1 日的文藝晚會作
為主打項目，以「愛國愛港、向前邁

進」為主題，宣揚祖國偉大成就，表達
香港同胞對祖國與香港走向繁榮穩定的
喜悅之情，更是對中央政府維護香港穩
定、止暴制亂，令香港社會恢復繁榮安
定的感激。
蔡冠深表示，香港的未來是年輕人
的，因此特別邀請了青少年參演，包括
英華小學鼓樂英騰隊和揚鳴兒童粵劇
團。
他強調，粵劇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希
望可藉此打破只有老人家看粵劇的固有
思維，同時傳承本土文化。
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文
工團的演出將會增加到兩個環節，屆時
將展示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的光輝歷
程，以及為國為民精神。
在門票派發安排方面，蔡冠深表示，
由於受疫情影響，故此不會如過往於各

●蔡冠深介紹下月1日晚上舉行國慶文藝
晚會的籌備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區排隊取票，而會轉為團體安排派發。
疫情下，紅館的入場人數只能是總容量
的八成半，他預計會派發 4,800 張門票。
觀眾需根據政府規定，做好防疫措施，
台上演出者若不便佩戴口罩，則必須做
好核酸檢測。

科大模擬系統助港隊健兒奪標

香港實現良政善治的重要里程碑，期望選
委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貢獻智慧和才
幹。「新界係香港嘅未來，政府正着手研
究新界北規劃，相信未來發展潛力巨大。
新社聯將壯大新界愛國愛港力量，積極參
與政府推出的經濟民生項目，例如現正申

梁美芬：國安法新選制令港走出撕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香港的
法治及人權狀況近年不時遭受外部反華勢
力抹黑。為講好中國故事，經民聯立法會
議員梁美芬及全國青聯委員林琳等昨日應
邀出席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視像會議，
向國際社會介紹香港在落實國安法和完善
選舉制度前後的社會情況。梁美芬表示，
香港正走出社會撕裂，經濟亦正高速發
展，相信時間會證明一切。
中國常駐日內瓦代表團在聯合國人權理
事會第四十八屆會議期間，舉辦「關於香
港局勢」邊會主題視頻宣介會，一眾香港
知名人士與會分享，包括特區政府保安局
局長鄧炳強、梁美芬、林琳等。
梁美芬於發言時指出，香港政治制度近
年出現漏洞，令激進分子可進入議會搗
亂，阻礙審議法案和撥款，使公共服務有
停頓風險，而 2019 年的修例風波更令香
港陷入癱瘓，甚至有人以政治訴求為藉口
奪走政見不同市民的生命。
她並憶述在 2019 年 11 月 11 日「大三
罷」當日，有 80 名大學生冒着生命危險
回校上課一事：「我以這班學生為榮，同
時眼淚在心裏流。香港過去一直以法治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創新科技
署將於下月 23 日至 31 日舉行一年一度的
創新科技嘉年華。今年活動採用實體和
網上的混合模式舉行，展覽將介紹本港
大學及專業團體等的最新創科成果，讓
市民感受「香港製造」的頂尖科技和無
限創意。展品涉及多元生活領域，有電
子導盲犬為視障者帶路；有透過監測空
氣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和濕度，為哮喘
病人提出預警；也有團隊研發模擬系統
為運動員「助攻」奪標，香港女單車手
李慧詩等港隊成員也使用過。
創新科技嘉年華 2021 昨日舉行傳媒預
覽。今年展覽以「創新成就未來」為主
題，共有七間大學、五所研發中心等共
53 個機構參展，包括在香港科學園以實
體展出多項本地創新發明成果，及在線
上舉行講座及工作坊，所有活動費用全
免。
展品之一的單車空氣動力學研究、評
估和發展系統，是由香港科技大學機械
及航空航天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張欣團隊
研發完成。該系統設有模擬單車比賽環

境的靜音低速「風洞」，並可使用國家
超級計算機進行流體力學演算，透過分
析各項參數，研究最適合運動員穿着的
戰衣、最佳單車設計及改善騎行姿勢
等。「牛下女車神」李慧詩及香港單車
代表隊曾參與有關研究。
張欣表示，空氣動力學技術最早應用
於航空航天，現已擴展至多項運動領
域，除單車項目外，今年 6 月起團隊亦與
香港滑浪風帆隊展開合作研究，促進水
上運動發展。他希望未來有關研究成果
可用於更廣泛的全民體育設施建設等方
面，實現運動「普及化」。

電子導盲犬輔助視障者起居
展品「Robo-9」電子導盲犬由物流及
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LSCM）團隊
研發，即將投入市場。LSCM 副總監衛
志豪介紹，本港導盲犬供應不足，許多
視障者需要等候多時才獲導盲犬輔助生
活起居。一般而言，訓練導盲犬需時至
少半年，耗資超過 20 萬港元，而「Robo-9」裝置能夠感知空間障礙物，部分裝

◀ LSCM 團 隊 研 發
「Robo-9」電子導盲
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置更能模擬導盲犬避障和領航等功能，
為視障者提供多一重選擇。
他透露，目前量產裝置仍在洽談中，
預計售價約兩三萬元。

中學生研偵測器提醒哮喘病人
除專業研究外，展覽亦包含學生創科
作品。拔萃女書院的馮思晴和李晞桐研
發一款哮喘偵測器，該裝置可實時檢測
空氣中的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TVOC） 和 濕 度 ， 一 旦 有 關 指 數 過
高，即表示有較高致敏可能，用戶會在
相關的手機程式上收到哮喘發作預警。
馮思晴和李晞桐均表示，設計靈感來
自身邊患有哮喘的同學啟示，希望幫助
他們應對疾病。
創新科技署署長潘婷婷昨日表示， 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環球貿易、經濟
活動、以至生活模式都出現新常態，趨
向更廣泛地應用科技，更顯出創科的重
要性。署方會繼續加強在政策和資源方
面的措施，為業界和社會締造有利發展
創科的環境。

黃店狂劏黃水魚 頻告急終「搬大舖」

●科大教授張欣團隊研發單車空氣動力學
研究、
研究
、評估和發展系統
評估和發展系統，
，協助香港單車代
表隊奪標。
表隊奪標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名於世，卻突然變成了法外之地。」
梁美芬指出，鑑於極端分子所作所為，
中央政府為香港制定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
制度，做法完全符合中國憲法、基本法和國
際法，而兩項措施立竿見影，令香港恢復秩
序，市民能過正常生活，議會恢復正常運
作，香港續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她重申，若把西方政治制度強加於香
港，有如強迫慣穿細碼衫的女士穿加大碼
衫，並強調政治制度需適合當地民情，而
香港正走出慘痛的社會撕裂，經濟亦正高
速發展，相信時間會證明一切。

林琳批西方國家言行不一
林琳就批評西方國家的言行不一，其政
客告訴香港年輕人，香港已不適合居住，
但同時其商會則斥資逾千萬美元於香港設
立永久辦事處，行為極盡諷刺。
她又介紹了香港的最新情況，表示新選
制下，選舉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大大提
高，成員增加到 1,500 人，界別更涵蓋廣
泛。任何人若對美國的選舉人票制度毫無
質疑，那就沒有任何權利去質疑香港的選
委會制度。

足」，令唔少黃絲大為受落。
疫情下好多小店
都要止蝕離場，但
網民諷
「呃錢呃到出晒面」
 黃店就可以靠「告
急」屢創奇跡，例
舊年 12 月，煽暴歌手阮民安更大
如早前頻頻告急、
肆幫「櫻花樹下」打告急牌，聲稱呢
位於天水圍嘅黃店「櫻花樹下」，近
間黃店因「限眾令」向食環署交咗 6
日就宣布細舖搬大舖，面積足足大過
位數嘅罰款，結果真係引到大批黃絲
舊舖 5 倍，每月租金盛惠 20 幾萬元，
幫襯。
唔少網民望住呢個咁「勵志」嘅故事
網民
「享受悲傷」
就留言話，自己有
都嘖嘖稱奇。事關呢間舖嘢食質素麻
朋友幾年前喺「櫻花樹下」嘅新店舖
麻，前排仲日日告急，咁都可以擴
位開過餐廳，當時月租已經十幾廿
張，真係要多謝一班黃色水魚嘞。
萬，未來唔知會去到幾貴。
「櫻花樹下」
早前喺 fb 宣告
「喜訊」
，
「佛洛伊德冇醫德」
就直斥：「呃錢
聲稱佢哋會喺本月搬新舖，唔止面積
呃到出曬（晒）面。」
大過舊舖 5 倍，而且亦招聘咗更多有
「本該成為牙的男人」就幫「櫻花
經驗嘅師傅，又話因為新舖月租 20
樹下」護航：「告急做起咗有乜問
幾萬元，所以要「微調價錢」喎。
題？你想人告急完反而做唔起？」
網民「思覺失調」近日喺「連登」
「（有腳）戰神渣古」就回覆話：
開 post 大鬧「櫻花樹下」，質疑佢幾
「完全唔覺得佢要告急，未告急前全
個月前仲告緊急， 𠵱 家已經可以細
新北江（商場）黃店已經係佢最旺，
舖搬大舖，「告急？可以有咁多資金
就算計埋一般鋪（舖）頭分分鐘佢都
搬咁大間鋪（舖）？打住黃店旗號欺
係最旺，咁都要告急？……依（𠵱 ）
騙人都算，見你日日爆哂（晒）枱勁
家佢咁樣係間嘢難食但靠『人血饅
多單都可以告急，預咗你冇乜品。你
頭』搬大鋪（舖）喎。」
啲嘢食唔好咁垃圾先得㗎，×你個三
「c=====3」 就 話 ： 「 呢 間 野
文魚意粉燶×到。」
（嘢）擺明借『抗爭』
呢個帖文出咗幾日
賺大錢，個老闆買車又
已經喺「連登」獲得
買 樓 。 」「 柳 家 掛 機
逾 2,000 個好評，睇
2021」就揶揄：「成日
嚟黃絲認真唔鍾意
講自己幾醒，傻登黃絲
「櫻花樹下」。翻查
錢好易賺。」
資料，呢間黃店自去
「兔兔打熊大」就
年 5 月 開 始 喺 face好唔滿意「櫻花樹下」
book 專 頁 貼 文 ， 多
仲加價：「搬左（咗）
次聲稱受到「無理及
新舖後加哂（晒）價，
政治式打壓」，包括
跟飲品原本免費都變左
喺疫情期間出現「絲
（咗）半價額外加，D
毫錯誤」，都會被執
（啲）野（嘢）咁×咸
法部門即時票控，又
（鹹）邊食得落，食過
貼文宣傳佢哋喺人手 ●早前頻頻告急嘅黃店「櫻 兩次冇食了。」
充足嘅情況下，仍然 花樹下」，最近竟成功「搬
●香港文匯報
fb截圖
聘請冇錢交租嘅「手 大舖」。
記者 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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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萃女書院師生團
隊研發哮喘偵測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辦過渡性房屋等，力求為市民謀求更多福
祉。」
新社聯榮譽會長張學明、溫悅球、蔡加
讚，新社聯理事長陳勇，新社聯常務副理
事長譚鎮國，新社聯名譽會長譚錦球等亦
出席了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