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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商新一年合作發展大計

【本報訊】記者王欣報道：西九
新動力昨日發布一項青年需求意見調
查顯示，六成受訪青年認為難找理想
工作，七成人願意到內地工作，認為
港人回內地有一定優勢。住屋及職業

方面，七成青年希望婚後置業，最想
購買居屋。西九新動力從社區青年設
施、教育、就業及創業、住屋及置業
四方面提出建議，其中包括建議政府
牽頭成立創業基金，以及為青年增加

更多限呎、限價、實而不華的住宅單
位。

西九新動力召集人、立法會議員
梁美芬昨日連同六名西九龍的區議員
召開記者會，發布最新的一份關於青
年需求意見調查。西九新動力於今年
一月中旬訪問區內的逾一千名十六至
三十歲的青少年，發現有六成人表示
難找理想工作，近兩成人甚至認為
「連找工作都很難」。同樣有六成受

訪者考慮自己創業，希望政府提供資
金。

七成青年願回內地發展
調查顯示，有七成人願意回內地

工作。其中近三成人認為香港人回內
地就業有優勢，另外 「內地就業環境
比香港好」、 「人民幣持續升值」、
「內地就業收入和生活水平較香港吸

引」等也是主要原因。西九新動力建
議，政府應從政策層面上鼓勵青年創
業，牽頭成立官方 「創業基金」，大
力鼓勵商界和企業發展青年創業基金
等。此外，還應聯繫成功商界領袖或
大學學者，為申請創業基金的青年提

供培訓和營商指導等。
房屋方面，調查顯示七成青年結

婚後最想購買居屋。西九新動力認為
，政府應回應去年《施政報告》提出的
建議，增建更多一人公屋單位，盡快
開售 「置安心」單位及公布新居屋用
地。另外，在賣地條款上做出規限，
增加更多限價、限呎、實而不華的單
位供應，讓青年置業時有更多選擇。

調查還發現，近半數青少年從未
使用過社區的青年中心，亦有近半數
人認為現時大學、專上學院的學費過
高。西九新動力表示，政府應設置青
年活動中心，優化活動項目和中心設
施，增設自修室、小型運動場、塗鴉
創作區等吸引青少年的設施。教育方
面，應增加持續進修基金的資助上限
，由現時每人一生只有一萬元，增加
至三萬元。

梁美芬認為，今年財政預算案惠
及青少年的部分着墨不多，雖有撥十
億元搞創新毅進計劃、撥二十億設獎
學金等，但並非所有青少年都能享用
，政府應正視青少年訴求，幫助他們
圓夢。

【本報訊】機場管理局與九間航空公司推出手
機登機證服務，乘客在航空公司網站預先辦理登機
手續，透過智能手機短訊或電郵下載電子登機證，
估計旅客可節省三成辦理登機的時間，機場現時每
日高達七萬五千張的登記證耗紙量也可望減少。

新的手機登機證服務於上月推出，採用新服務
的乘客，首先在航空公司網站預先完成辦理登機手
續，然後以智能手機透過短訊或電郵，領取航空公
司發出的一個二維條碼登機證。乘客到機場後，按
慣常程序將行李寄艙，然後憑已下載電子登機證的
手機，直接到入境處櫃位辦理出境手續，然後在登
機閘口，將手機放在掃描器上 「嘟一嘟」，通過後
便可以登機，並在登機時向機艙服務員出示手機登
機證。

機管局客運大樓助理總經理郭永強表示，機場
現時每日客流量達七萬五千人次，手機登機證服務
簡化程序，可提升出入境效率，估計可縮減三至四
成登機時間。而且七萬五千客流量即是每日耗用七
萬五千張登機證，當旅
客習慣使用電子登機證
後，有助減低登機證涉
及的耗紙量。

九間本地與海外大
規模航空公司已參與推
出手機登機證服務，佔
機場每日客流量的一半
，機管局現時設有五十
三部掃描器，估計未來
一年，大約百分之二的
乘客會使用新服務。九
間已參與計劃的航空公
司，包括國泰、港龍、
阿聯酋、英航、法航、
達美、漢莎、荷蘭皇家
及美國航空公司。除了
機場出境櫃位設有掃描
器，海天客運碼頭亦有
類似設施，整項計劃耗
資一百六十萬元。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電】春日正宜迎佳客。
廣東省省長朱小丹今明兩日將率廣東代表團赴港澳
舉行2012年春茗活動，代表廣東省委、省政府和
廣東人民向港澳同胞拜年，與港澳特區政府和社會
各界人士共賀新春。據悉，這也是廣東新當選省長
朱小丹的首次港澳行程，預期將為新一年粵港澳合
作翻開新一頁。

這是廣東省連續第三年
赴港澳舉行大型春茗活動。
訪問港澳期間，朱小丹將出
席廣東省 2012 新春宴會，走
訪中央駐港澳有關部門及港
澳特區政府，與社會知名人
士及粵籍社團等會晤，並通
報廣東省過去一年來經濟社
會發展情況，以及實施粵港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情況，
答謝廣大港澳鄉親、社會各
界的鼎力支持，共商新一年
粵港澳合作發展大計。

主線落實框架協議
今年的粵港澳合作仍將

以落實《粵港合作框架協議
》成為粵港合作的主線，但
民生領域會有新突破，包括
港人北上自駕車旅遊試點等
一系列涉及民生的合作內容
將實施，此外，2011 年粵港
重點工作，項目多達 44 條 71
項，比 2010 年重點工作大幅
增加，2012 年初簽署的 2012

年重點工作，更是達到 47 條
86 項，又比 2011 年增加 3 條
17項。

粵港兩地合作的民生事
宜，還包括東江水供港問題
，由於事關香港社會的生命
線所在，在確保全年預計對
港供應東江水 8.18 億立方米
的基礎上，為確保東江水供
港沿線地區經濟發展可能對
水質的影響，廣東省在東江
流域新擴建污水處理廠 14 座
，更投資近億建立東江水資
源水量水質監控中心。

向港供應清潔能源
在供電方面，繼大亞灣

核電量的 70%及廣州從化抽
水蓄能電站 60 萬千瓦機組所
發電量全部供港後，為推進
香港節能減排，淘汰本地火
電機組，正在做前期工作的
陸豐核電一期工程將也向香
港輸入清潔電力。

天然氣是現在全球城市

能源需求的新熱點，廣東省
對港生活必需品保障上再添
新內容，目前，廣東省主要
通過深圳大鵬 LNG 項目每年
向香港供應天然氣 63 萬噸，

而西氣東輸二線也將在 2012
年開始向香港供應，2015 年
供港天然氣將達 10 億立方米
，中海油也正在研究繼續向
香港供應南海天然氣問題。

【本報訊】備受關注的前海、南
沙、橫琴三個粵港澳合作試驗區工作
今年將有新內容，引領新一輪的開發
熱潮，加快推進深圳前海、廣州南沙
、珠海橫琴開發建設，粵港合作將在
重點項目上有新的內容。

在深港前海合作區方面，廣東省
積極貫徹落實《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
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加快推進成
立管理機構、專項立法等工作，全面
推進在前海與香港開展現代服務業合
作。前海開發目前成立金融政策、法
律政策、專業服務及CEPA先行先試
政策、招商政策四個專責小組，提出
了 29 項政策建議，廣東省政府下放
11 項初審權或審批權，前海招商工
作有效推進，已與超過 40 家企業簽
訂了投資意向書。

作為粵港合作重點區域中最大的
南沙，以建設成為CEPA先行先試綜
合示範區，廣東在 2011 年 10 月明確
了南沙新區的發展目標和定位，成立

了廣州市南沙新區開發建設工作領導
小組，統籌推進各項工作落實，12
月，穗港合作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成
功舉行，雙方就教育醫療、文化創意
、科技等領域合作進行了深入討論，
明確了下一階段的合作重點和工作安
排。

在橫琴新區建設方面，2011年4
月，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奠基
，《珠海經濟特區橫琴新區條例》正
式實施為橫琴開發創新發展提供有力
的法制機制保障；粵澳合作共建中醫
藥產業園進展順利，粵澳中醫藥科技
產業園開發有限公司已成立，標誌着
產業園進入企業法人實質運作階段；
澳門大學橫琴校區主體工程建設順利
，力爭 2012 年建成。橫琴新區各項
基礎設施建設加快，長隆國際海洋度
假區、十字門中央商務區等總投資超
過 800 億元的 15 個項目正積極推進
，累計投資額超過 510 億元的 13 個
產業項目也在開展洽談。

朱小丹今率團赴港澳拜年今率團赴港澳拜年

▲朱小丹在上月舉行的廣東省十一屆人大五次會議當選
新任省長，他將率團赴港澳舉行春茗活動 資料圖片

【本報訊】高院去
年十二月就超級富豪李
德義（圖）兒媳離婚官
司頒下判辭，裁定前媳
婦曾昭穎可瓜分前夫李
建勤的五分之一身家即
十二點二二億元贍養費
，高院法官辛達誠同時
亦建議律政司向敗訴的
李德義、李建勤父子作
假證供的行為，作出追究，律政司前
日終於以原訴傳票形式入稟高院，要
求法庭命令李德義父子提供和披露相
關文件，以協助警方調查，有關原訴
傳票的聆訊將於今年三月一日進行。

事緣恒豐創辦人李德義父子在二
○○六年的貸款協議中，訛稱李建勤
欠下父親數以十億元計債項，欲藉此

減少日後贍養費的支出
，法官認為這項假證供
帶有刑事成分，指令高
等法院司法常務官給予
刑事檢控專員有關判詞
的謄本，以便刑事檢控
專員根據民事舉證標準
取得的證據，去決定是
否需要就該司法程序中
，兩父子有否涉嫌違反

偽造、串謀妨礙司法公正及作假證供
等刑事罪行，作出適當跟進。

這宗矚目豪門爭產官司聆訊期間
，代表曾昭穎的大律師一直堅稱兩父
子之間的所謂貸款協議，根本不存在
，目的只是企圖令人相信○九年跟曾
昭穎離婚的李建勤，因要向父親還鉅
債，身家已所剩無多。

【本報訊】前亞洲電視《亞洲星
光大道》音樂監製方國華，涉嫌為歌
手羅力威製新碟時，於油麻地的一間
錄音室內，偷取四支共值十萬元的無
線咪，其中一支咪更曾為劉德華所用
。方國華昨日於東區裁判法院脫罪。
裁判官裁決指，不接納被告證供，但
控方的證供亦存有疑點，基於舉證未
達標準，故裁定兩項盜竊罪名不成立
。當裁判官宣判結果時，粉絲們即時
歡呼拍掌，表現甚為高興。離庭時方
國華笑容滿面、神色輕鬆，更不忘為
羅力威宣傳新碟。

被告方國華（47 歲），控罪指他
於今年8月16至21日期間，在油麻地
南京街 Avon（雅旺）錄音室內偷取 4
支咪高峰，價值介乎1萬至4萬元，總
值約10 萬元。錄音室不會借予其他人
使用。當時警誡下方稱他只是借到別
的錄音室使用，現存放位於青衣家
中。

裁判官裁決指，不接納被告證供
，認為被告有頗多不合情理之處。裁
判官指，控方證人張兆忠及鄧永威之
證供是可信可靠，兩人與被告接觸期
間亦沒有提及借咪一事，亦信納不會
外借。控方證人何鈞源是誠實的證人
，沒有隱瞞對被告有利之證據，他亦
不否認被告手持咪高峰於閉路電視前
揮舞，示意是被告取去。

根據何鈞源供稱，被告確曾於 8
月13 日向錄音室詢問借器材，而證人
亦表示曾在閉路電視看見被告拿着咪
高峰揮動，裁判官認為若他全心盜竊
不會有這些舉動。控方證供與被告說
法亦脗合，證供存有疑點，基於控方
舉證未達標準，故裁定方兩項盜竊罪
名不成立，無罪釋放。

方離庭時笑容滿面，當記者問
「係咪鬆一口氣？」他謂： 「係呀，

因為擔心咗好耐，多謝。」他表示仍
會繼續唱片工作。

六成港青指難找理想工作
團體倡政府成立創業基金

▼廣東省投資近億改善東江水
質，確保供港飲用水安全

資料圖片

機管局推手機辦登機服務

執勤時遭車撞
關員入稟索償
【本報訊】高級海關關員甄滿輝三年前在元朗

大生圍執勤，截查涉嫌運載私煙的走私車輛時，被
一輛企圖逃脫的貨車高速撞倒，致左腳骨折，甄滿
輝現入稟高院，向當晚撞傷他的貨車司機索償。入
稟狀並無提及索償金額和關員的腳傷有否影響其工
作。

事發於 09 年 4 月 23 日半夜時分，原訴人甄滿
輝（41 歲）跟七名海關同僚分別乘坐兩部車，在
元朗大生圍一帶進行反私煙的兜截行動，關員發覺
與訟人何偉業（26 歲）駕駛的一輛貨車，以及另
一部客車有可疑，雙方展開飛車追逐，在追至攸壆
路時，海關將其中一部車停在攸壆路中心作阻擋，
三名關員下車向與訟人示意截查，與訟人突然將車
輛倒後，再加速駛前撞向停泊路中的海關車輛，在
前座留守的甄滿輝立時被困車上，須由消防員救出
送院，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稍後在海關關長袁銘輝陪
同下，前往屯門醫院探望腳部受傷住院的甄滿輝。

與訟人當場被捕，而海關人員亦在貨車上找到
139萬支私煙和19萬支冒牌香煙，總值264萬港元
。與訟人何偉業其後被落案控以處理應課稅品和冒
牌貨品、有意圖傷人及危險駕駛共4項罪名，經審
訊後給定罪判囚。

【本報訊】對於數碼通日前率先
公布將取消無限上網服務，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表示，政府關注
事件，但認為網絡供應商做法只是跟
隨電訊管理局制訂的「公平使用政策」
指引，希望提高服務計劃的透明度。

電訊管理局將於本月十三日正式
實施 「公平使用政策」指引，要求電

訊商的無限數據計劃不得加任何限制
，如要就用家用量設限，必須清楚說
明限制內容，以讓消費者清楚其購買
的服務內容。

對於數碼通宣布計劃後，多間電
訊商可能跟隨做法，會否擔心市場構
成壟斷，蘇錦樑昨日在記者會上回應
表示，有關問題是假設各電訊商會合

謀定價，作出反競爭行為，他認為，
供應商提供的服務，由市場主導，未
必存在合謀定價，若市民有懷疑，可
以拿出證據作出投訴。

蘇錦樑表示，政府關注數碼通取
消無限上網服務，但過往有留意電訊
商的無限數據計劃，其實合約條款內
，是有說明當用家用到一定流量後便

有限制， 「市民以為自己買服務係無
限，但原來非真無限。」因此，政府
要求電訊商提高透明度，令市民知道
購買的是什麼服務，供應商亦需真正
可提供無限數據才可公布服務計劃。

對於手機有可能告別 「無限上網
」年代，市民不能在家以外隨時上網
，蘇錦樑表示，目前本港的免費流動
上網點（Wi-fi）遍及全港，政府提供
的覆蓋點有二千個，商營則有九千個
，與亞洲鄰近地區相若，上網速度良
好，而且免費使用。

蘇錦樑促電訊商提高透明度

李德義父子涉作假證供
律政司入稟促披露文件

亞視前監製脫盜竊罪

▲國泰等九間航空公
司推出手機登機證服
務

▲西九新動力昨發布一項青年需求意見調查顯示，六成受訪青年認為難
找理想工作。右三為梁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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