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對於 「雙非」 孕婦衝關問
題，行政長官參選人唐英年提議，與內地
部門成立通報機制，禁止衝關的孕婦兩年
內再來香港，並限制懷孕三十二周的女性
入境，強調香港公共資源應讓港人優先使
用。

【本報訊】立法會昨否決促請政府檢討有關人
口政策的無約束力議案，議員均關注內地孕婦來港
「衝關」分娩衍生的問題。政務司司長林瑞麟表示

，內地孕婦已於港生育的子女，或會成為補充香港
人口的新血，因此冀各界會正面看待在港的 「雙非
」子女，並培育他們成為有利於香港長遠發展的人
力資源。

林瑞麟表示，明白社會關注內地孕婦來港產子
問題，但這些 「雙非」嬰兒日後或有機會回港定居
，成為補充本港人口的新血及長遠發展的人力資源
，因此冀各界能正面看待在港的 「雙非」子女。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表示，局方會繼續與私家醫
院及婦產科醫護人員保持聯絡，定時交換應對問題
的意見。而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則指，當局將於今年
上半年開始接受第二輪港人在內地超齡子女的來港
申請，具體情況稍後公布。

對於本港的人口政策，自由黨副主席方剛提出
議案時表示，特區政府現時並沒有完整的人口政策
，促請政府檢討應否繼續允許父母都不是香港居民
的本地出生嬰兒擁有居港權，並建議政府檢討每日
一百五十個來港單程證名額，把未用盡的餘額用於
吸引內地勞動力來港，解決香港人口老化的問題。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該黨一直注視 「雙非
」孕婦不斷來港產子，對本港婦產科及兒科服務所
產生的壓力，並認為，若特區政府得到中央政府協
助，堵截 「雙非」孕婦 「衝關」來港產子，效果或
較釋法更佳，該黨會在 「兩會」期間提案。

工聯會的王國興建議，政府盡快解決本地嬰兒
出生欠缺床位的問題。新民黨的葉劉淑儀則認為，
憑現時的行政措施， 「只會治標不治本」，難遏止
內地 「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醫療系統還是會崩潰
，因此她建議特區政府應提呈人大釋法。她認為，
由於立法原意並不是讓 「雙非」子女擁有本港的居
留權，因此修改基本法並不適宜。

衝關雙非婦倡禁來港兩年
唐英年：公共資源應港人優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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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揮春贈記者
春節將至，自由黨主席劉健儀為與各區市民齊

迎春節，近日不時落區寫揮春贈街坊，她昨日與傳
媒茶敘時亦帶同多張親筆揮毫的揮春贈記者， 「行
運一條龍」、 「升職加薪」、 「生龍活虎」、 「龍
馬精神」各種賀詞樣樣齊。她表示，近日除了到柴
灣、筲箕灣等地寫揮春外，今早會到上環街市與市
民見面和派揮春，
本周六則會到灣仔
。下周二在花市開
幕時，她亦會於工
商專業聯盟的攤檔
負責寫揮春。

自由黨將提修訂議案
促兩電提交加價數據
【本報訊】自由黨將於下月八日在立法會會議

上，就是否引用特權法，以向兩電索取更多財務數
據的議案提修訂。主席劉健儀表示，她理解商界對
於議會引用特權法的憂慮，因此該黨主張在符合公
眾利益、不干預正常商業運作，以及不外泄敏感商業
資料的前提下提修訂，以平衡公眾與商界的利益。

劉健儀指，兩電今次加價的幅度實在 「豈有此
理」，因此該黨基本上是支持議會引用特權法，了
解有關資料，如其資本投資、開支及燃料費負結餘
等，但同時該黨理解商界對於議會引用特權法的憂
慮。因此自由黨主張在符合公眾利益、不干預正常
商業運作，以及不外泄敏感商業資料的前提下提出
修訂，以平衡公眾與商界的利益。劉健儀估計有關
的修訂議案可獲過半數議員支持，但由於議案需經
分組點票，現時仍難以預測其通過機會，她表示，
會在餘下時間繼續爭取其他議員支持。

唐英年昨到天后派發宣傳卡，並到一些商舖了解
市道和附近的樓價，期間有市民向他反映附近的交通
問題，又指香港司法不公，唐英年承諾會了解情況。

他接受記者訪問時，主動提及人口政策的問題，
指近期聽到市民談論 「雙非」孕婦的問題，他認為透
過行政手段控制產科服務，更提出若果 「雙非」孕婦
衝關，內地部門審批其來港申請時，可限制她們兩
年內不能再來香港， 「呢個可以透過一般通報機制
做到。」他認為，建議有阻嚇性，相信可減輕衝關的
意欲。

仿效澳洲32周禁入境
唐英年又提到，人口政策報告中建議加強檢查入

境時女性是否孕婦，而香港亦可參考澳洲的機制，禁
止懷孕三十二周的婦女入境，認為三十二周是一個客
觀的數字。他重申香港公共資源應讓港人優先使用，
政府可隨時採取行政措施，並且越早實施越好，毋須
等到明年。

對於另一行政長官參選人梁振英已提出一系列建
議，包括永遠禁止衝關的孕婦再來港，其建議是否有
「抄橋」之嫌，唐英年解釋，衛生署一直有在邊境限

制孕婦過境，但預計衝關個案明年繼續增加，故希望
與內地磋商以通報機制限制他們來港，但不認為要永
遠禁止她們入境。他又表示，公立醫院現時 「雙非」
孕婦預約個案餘下三千多個，他建議可限制「雙非」孕
婦來港分娩，但父親是港人的內地孕婦則不受限制。

另外，有報道指民主黨社福界選委羅致光，曾向
其他有意參選選委的社福界人士發出電郵，提醒他們
最好支持中央意屬、如唐英年等建制派的行政長官參

選人。唐英年稱，他未曾與羅致光在電話上有聯絡，
「我冇同羅致光通過電話，或者交流過意見，但我會

爭取所有選委的支持，亦會努力爭取羅致光嘅支
持。」

選舉前不談班子人選
他又說，曾在關愛基金委員會、扶貧委員會與羅

致光共事，欣賞其處事作風及積極性，他讚賞羅致光
的才幹，但沒與對方討論過支持自己出選的問題。至

於會否招羅致光入閣，唐英年稱，在特首選舉前都不
會論及下屆政府管治班子的問題，但他不會如電郵中
所說，當選後針對不支持他參選的自願機構，他施政
會本着親疏無間，以民為本的原則。

雖然羅致光是民主黨的骨幹成員，但唐英年表示
，估計民主黨主席何俊仁亦會出選行政長官，故他不
會評論取得民主黨支持的機會，強調自己不論選委的
黨派和背景，會透過小組見面和打電話拉票，並爭取
所有黨派支持。

立會新大樓首日封發行
立法會綜合大樓昨日正式向公眾開放，數十名

市民參加導賞團，了解大樓各項設施。立法會同時
亦發售以 「心思心
意」為主題的紀念
郵票，以立法會大
樓外觀、會議廳等
相片為設計，一套
十二枚售價為五十
元，限量一千五百
件發售，已蓋銷紀
念封的售價為八元
，限量二千件。

昨日一早已有
二十多人排隊等候
購買紀念郵票，排
頭位的市民清晨五
時已從元朗趕至金
鐘，他表示，自己
首次到新大樓，感
覺宏偉，有自由開
放的氣息。

張建宗周一嶽無懼退軍菌
退伍軍人症桿菌被發現在多個局長辦公室內私

人洗手間，對於有建議指拆除有關水龍頭，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在立法會會議後表示，他對事
件並不擔心，而對有關建議持開放態度，他說：
「我未用過個花曬，平時洗手都好環保嘅，冬天都

唔會用熱水洗手。」
另外，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則表示，自己

雖曾在辦公室沖涼三次，但都不會擔心退伍軍人症
桿菌。他說： 「拆唔拆個水龍頭都無咩所謂。」他
又呼籲指： 「無論去到邊，都要先開一開水喉一段
長時間，尤其去酒店住嗰時，要先等喉內啲水有流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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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對於有記者稱日前於新政
府總部西翼外採訪受阻，政務司司長林瑞
麟表示，事件是行政署與保安方面在溝通
上出現問題引起誤解，行政署已表示歉意
，並於昨日下午就採訪實務與保安方面開
會。

根據現時的採訪安排，傳媒可於四號
閘進入，在行政會議外面進行採訪。林瑞
麟表示，相信前日的事件是因為行政署和
保安方面，在溝通上出現問題，行政署已
表示了歉意，並與昨日下午與保安公司開
會，向他們反映在政府總部要按我們既定
的安排方便新聞界採訪，確保他們完全理
解政府的指引和採訪實務的安排。

林瑞麟重申，特區政府完全確保香港
的新聞自由按基本法得到保障，是過去多
年來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的一部分。

此外，對於記者在立法法採訪時遭保
安阻撓，唐英年回應時稱，他以往擔任政
務司司長時，一直與政府新聞處討論傳媒
採訪安排的問題。

他強調，傳媒是政府重要的夥伴，他
一直抱着全力配合傳媒採訪的態度，因為
傳媒要監察政府的工作，同時政府亦要借
助傳媒，在施政、聽取和反映民意上作公
正持平報道。

還以為是馬頭圍道塌樓後，
工人在清理瓦礫。

這裡其實是中環一座拆卸中
的大廈。中上環區地標建築多的
是，但更多是一幢幢 「長條形」
的單幢建築物，樓下只得一個舖
位。別區的單幢樓沒甚價值，但
坐落在中上環，立即身價十倍，
哪怕未能收購周邊建築物，在尊
貴區購入一幢，已很不錯。

圖中有如 「馬頭圍道塌樓式

」的拆樓方法，中上環區司空見
慣，要工程車鑽入狹窄的空間，
少點功夫都不行，拆樓時避免鑿
爛隔鄰樓宇，同樣是力的表現。
看着工人從斜斜沙石路上走落平
面，一步一驚心。地方淺窄，唯
有屈就一下。

地方淺窄 小心拆樓

本報記者 杜漢生（圖）
吳美慧（文）

【本報訊】立法會昨進行緊急質詢，討論在新
政府總部、特首辦和立法會大樓發現退伍軍人桿菌
事件。政務司司長林瑞麟表示，新政府總部及立法
會大樓經消毒後，退伍軍人桿菌問題已基本解決，
當局會總結經驗，改善日後驗收新樓的程序，加強
公眾教育。林瑞麟強調，承建商正按合約為新政府
總部及立法會大樓進行執漏工程，並不存在 「趕工
」情況。

對於有議員關注新政府總部供水系統設計，林
瑞麟表示，整個供水系統的設計、物料、安裝及測
試驗收，都符合現行法例，與其他政府及私人項目
一致，當局已發出內部指引，提醒管理人員定期清
潔水龍頭、花灑頭等，而律敦治醫院的特別服務枱
，到目前為止未發現個案。他表示，除非再有案例
出現，否則不需定期監察各建築物的退伍軍人症桿
菌，但會總結今次經驗，用於日後制訂大樓驗收指
引。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亦表示，當局在新政
府總部大樓及立法會大樓，共抽取了四十三個水樣
本，當中二十三個的退伍軍人桿菌超標，而在清潔
消毒後，再對四百個出水位進行抽樣化驗，暫時未
有結果。他表示，大樓入伙前有驗收，但沒有規定

檢驗退伍軍人桿菌。
林瑞麟強調，大樓不存在 「趕工」情況，添馬

艦的興建和檢收工作，整體是按原定計劃進行，超
過八成的執漏工程及跟進工作已完成。他又表示，
無證據顯示有生化襲擊的可能性，跟進工作不會循
這方面進行。

政府檢討新樓檢驗程序

【本報訊】三名特首選委昨日陪同約三十名少數
族裔青年約見特首參選人梁振英，向他提出關於少數
族裔在教育、就業、旅遊簽證等多個範疇的問題，亦
涉及法律問題。

同行的香港融樂會總幹事王惠芬表示，對梁振
英在其教育政綱中提及關照少數族裔的內容表示歡
迎，她轉述梁承諾以行政措施解決相關議題，並致力
於透過中小學教育促進多元文化的融合。

王惠芬表示，梁振英在其教育政綱中提到為少數
族裔幼兒提供中文學習支援，利用小班教學以照顧少
數族裔的特殊需要，以及設置 「中文為第二語言」的
課程和評核標準，該會對相關內容表示歡迎。她說，
梁振英已在會面中承諾，會將少數族裔的問題以行政
措施去解決，並會致力於將多元文化的融合透過中小
學教育去實現。她指，少數族裔的教育問題，取決於

同等關懷及政治意願，希望若梁當選特首，能拿出魄
力和行動力。

一同前往會面的會計界特首選委蒲錦文表示，政
府一向較少關心少數族裔，認為此次特首選舉是一個
讓未來政府更多關注少數族裔及文化融合的契機。會
面後，他認為梁振英對少數族裔問題的癥結所在十分
了解，亦肯聆聽意見，希望另一位特首參選人唐英年
亦在政綱中加入關懷少數族裔的內容。

陪同的法律界特首選委韋智達則表示，希望梁振
英在未來透過更多不同平台討論和解釋其政綱中的相
關內容。

梁振英回應表示，他多年來都關注少數族裔的問
題，他亦已將協助少數族裔融入社區寫入人口政策政
綱中。他肯定少數族裔是香港大家庭的一分子，其利
益不容忽視。

梁振英晤少數族裔青年

林瑞麟：
雙非嬰或成香港新血

▲唐英年（右）昨日到天后派發宣傳卡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政務司司長林
瑞麟表示，當局
會總結經驗，改
善日後驗收新樓
的程序

本報記者
蔡文豪攝

▶劉 健 儀 與 傳
媒 茶 敘 ， 向 記
者 派 發 親 手 寫
的揮春
本報記者鄧湄攝

▲立法會新大樓郵票及
首日封昨日發行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特首選委陪同少數族裔青年會見梁振英。
左起：法律界選委韋智達、會計界選委蒲錦
文、融樂會總幹事王惠芬 本報記者汪澄澄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