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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鉅讚曾蔭權盡忠職守
【本報訊】對於現任特首曾蔭權遭負面新聞纏身，長實

副主席李澤鉅昨日出席一個公開場合時慨嘆： 「佢（曾蔭權
）好陰功」。他透露，早前出席一個公開活動時，曾蔭權擔
任活動的主要嘉賓，當他與特首握手時，發現對方的手十分
凍。細問下，才知道聲音沙啞的特首正在發燒。

李澤鉅直言，若果他自己患病，一定不會上班，即使是
他下屬患病，也會要他們回家休息。當時見到對方十分辛苦
，感覺到經營生意相比做官容易得多。他續稱，他所認識的
曾蔭權，是盡忠職守、大公無私及正直的人。

被問到近期特首選舉，李澤鉅慶幸自己從商而非做政治
。他稱，認識一個人需要較長時間，並不是在選舉前的數個
星期，相信選委在投票時，會作出明智決定。

對於近日有置業者對長實旗下樓盤 「天宇海」作出投訴
，李澤鉅稱，由於事件已作交代，所以不再討論；而日後售
樓書將可以再清楚列明更多細節，但屆時厚度將會似 「招股
書」。

羅康瑞：恐港成為二線城市
【本報訊】已表態支持特首候選人梁振英的瑞安房地產

主席羅康瑞七日在北京表示，對梁的支持主要是相信他能為
香港做實事。他認為，未來五年對香港來說很重要，若不能
定位好及如何更好與內地合作，恐怕香港會在不遠的將來變
成二線城市。

羅康瑞笑言，支持梁振英並非為了從政，自己亦無從政
的打算。對有些報道指其支持梁振英是存在官商勾結的嫌疑
，他認為是完全不合理、不合邏輯的揣測。他笑說，瑞房在
內地的發展都未 「做得切」，即使真的回港發展，也不是立
刻就可以推倒新鴻基地產取而代之的。他認為，對手的土地
儲備實力，是瑞房無法去競爭的。他說，況且香港未有很大
的空間給瑞房去發揮。

【本報訊】回歸
前任市政局和立法局
議員的杜葉錫恩，於
南華早報中撰文，力
挺行政長官曾蔭權，
指現時沒有證據下，
根本不能說他在受款
待事件中有貪污，外
界的指控殘忍。她稱
公眾預期行政長官會
出席不同聚會，又讚
揚曾蔭權為港人服務
，只是不能滿足浪費
時間的政治評論家。

杜葉錫恩於文章
中提到，眼見曾蔭權
在餘下任期的四個月
變得悲痛，而非被讚
揚為誠實的領袖，她
對此表示哀傷。她認
為，曾蔭權暗地為香港貢獻良多，但功績被殘酷地埋葬，令
她不禁要問時下的年輕人，究竟他們是爭取民主，還是只相
信曾蔭權反對者的惡毒之言。

對於曾蔭權接受款待，杜葉錫恩表示，公眾應預期特首
會出席不同聚會和慶祝活動，但不代表他有貪污， 「No
one should speak of corruption in connection with Donald
Tsang unless there is absolute proof that corruption was
involved.（除非有絕對的證據證明，否則沒有人可以說曾蔭
權有貪污。）」她認為，外界對曾蔭權的指控太殘忍，若指
控並非事實，散播者需要為此負上責任。

她表示，多年前代表一批家園遭清拆的新界居民，當時
是曾蔭權於新界任公務員，負責該宗個案，她感受到曾蔭權
是有禮貌和有同情心的人。杜葉錫恩認為，曾蔭權頗受人民
歡迎，但當他上任特首一職後，便成為攻擊和投擲導彈的目
標，而他仍保持禮貌，為人民爭取權益， 「He went
among the people and quietly made changes for their
benefit, though he was unable to satisfy his political critics,
who vetoed almost all of his proposals, wasting much time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但他不能滿足那些只會否決他
大部分建議、在立法會浪費時間的政治評論家。）」

【本報訊】消防處職工總會為爭
取將每周工時減為四十八小時，昨日
起一連兩天舉行緊急會員大會，出席
會員大多接受處方提出的五十一小時
方案，但不接受晚間縮減執勤人手與
車輛。消防處回應稱，五十一小時方
案須符合三個先決條件，若獲員工接
受，將逐步推行試驗計劃。

消防員目前每周工時為五十四小
時，但員工要求與其他紀律部隊看齊
，縮減為四十八小時。消防處職工總
會昨日舉行的緊急會員大會，有約一
千名會員出席，總會主席李德其在會
後稱，處方建議每周工時減為五十一
小時，大部分會員認為可以接受，但
不接受處方建議晚上減少執勤人手及
車輛，擔心會危害公眾及前線人員安
全。他表示有關方案未有實施時間表。

李德其稱，今天舉行第二場會員
大會，然後與處方及相關部門開會協
商縮減工時。他強調就算採取進一步
行動，也不會發動罷工，及不會影響
對市民服務。李德其強調，是否接受
將每周工時縮減為五十一小時的方案
，要交由大會決定，工會將於今日大
會完畢後公布投票結果，並依從大會
結果如實向處方反映。

消防處發言人稱，處方現階段提
出的建議方案，暫時只能將每周工時
縮減至五十一小時，同時在三個先決
條件下制定，包括不需額外財政資源
、不涉及額外人手及維持為市民提供
的服務水平。發言人強調，建議方案
並無改變現行的行動調派程序或車輛
的標準出動規模，若有關方案獲員工
支持，處方會逐步推行試驗計劃。

本港正值流感高峰期，各公立醫
院的急症服務及內科病房需求不斷增
加，醫管局表示，根據最新數字，大
部分公立醫院的內科入住率近日已達
飽和，入住率一般已超過百分之一百
，當中長期病患及長者需要入院的機
會較高。

至於急症室服務方面，醫管局表
示，剛過去的一周，平均每日求診人
數超過六千五百宗，較平日的約五千
八百宗高出百分之十二，而本周一單
日求診人士更超過七千七百宗，當中
大部分增加的求診個案為感冒患者。

屯門明愛醫院最爆
據了解，各公立醫院中以屯門醫

院和明愛醫院的急症室求診升幅最高
。屯門醫院表示，該院過去一星期急
症室每日求診人次持續超過七百人，

剛過去的星期一更高達八百四十四人
，人次為自○九年豬流感後新高，內
科病房入住率亦超出百分之一百；而
明愛醫院表示，該院過去一周平日每
日有四百五十人到急症室求診，較平
日每日平均約三百人求診為多，增幅
五成。

一般要等候六小時
昨日屯門醫院急症室坐滿輪候診

症人士，有市民坦言，私家診所收費
較昂貴，需要二百至三百元，急症室
的收費較為 「化算」，故寧可等待長
一點時間。急症科中央統籌委員會主
席鄧耀鏗表示，流感高峰期患者易出
現併發症，這段時間求診人士往往需
等待六小時。

醫管局則呼籲市民合作及諒解，
指這段期間到急症室求診的非緊急病

人輪候時間會較長，醫院亦需暫緩部
分非緊急服務；市民若患上感冒等輕
微疾病，可前往普通科門診求醫，避
免到急症室長時間等候。

截至本月七日，衛生防護中心共
錄得五十七宗流感相關而需入住深切

治療部或死亡個案，當中三十四宗為
死亡個案。而本周截至七日，有一宗
兒童流感相關嚴重併發症個案報告，
患者為一名出現嚴重肺炎的六歲女童
，目前情況穩定。

【本報訊】新界社團聯會會長梁
志祥、理事長陳勇等二十多名代表
（見下圖）昨日前往政府總部請願，
要求政府從速落實措施，以保證本地

產婦的床位及妥善處理堵塞雙非孕婦
來港闖關產子。

梁志祥及陳勇指出，公、私營醫
院明年的產科床位將於下月開始進行

預約，該會強烈支持政
府促使私營醫院減收內
地孕婦，優先將床位預
留給本地孕婦，並保證
有足夠的數目。

但該會認為政府亦
應該盡快公布與內地合
作堵塞闖關的政策細節
；以及檢討現時在邊境
鑑別孕婦的工作和人手
編配；同時亦應該對受
闖關影響的公營醫院加
強支援。

【本報訊】因已故華懋集團主席
龔如心的巨額爭產官司而 「債務纏身
」的香港商人陳振聰，昨日被裁定須
向稅局繳交逾三億四千萬元的稅款。

陳振聰早前在高等法院曾推翻稅
局的追稅，但上訴庭最終裁定他敗訴
，還要他兼付堂費。

案件爭辯之一，是涉嫌漏稅的陳
振聰堅稱自己沒收到稅局的評稅通知
書。但上訴庭指，稅局已多次把評稅
通知書寄到陳振聰二○○四年最後報
稱的通訊地址，亦即他一直聘用的律
師行，並得到印鑒。上訴庭深信陳振
聰是收到通知書，而陳振聰未能提供
支持他收不到信的證據。

對於陳振聰一方指，稅局除了發
出通知書外，亦有責任確保納稅人收
到通知書。上訴庭認為，稅局每年發
出數以百萬計的評稅信件，沒責任將
信件寄去交稅人每一個通訊地址，而
且陳振聰亦無交代要求延遲交稅的原
因。

此外，陳振聰在龔如心巨額爭產
官司敗訴後，還被龔如心臨時遺產管
理人追討一億三千萬元訟費。遺產管
理人為防他賴帳，去年底已取得禁制
令，凍結他名下一億三千萬元資產。

除了被追討巨額款項，陳振聰亦
因涉嫌偽造龔如心遺囑而被告上法庭
，案件正在進行中。

【本報訊】近日天氣忽冷忽熱，令患上流感人數增加，公立
醫院急症室在剛過去一周的每日平均求診數字較平日高出百分之
十二，周一單日數字逾七千七百宗，輪候時間長達六小時。有市
民表示，急症室診金比私家診所便宜，故寧願花更長時間輪候。
醫管局則呼籲市民，市民若患輕微疾病應到先到普通診所求診，
避免到醫院作長時間等候。

【本報訊】正在北京的全國政協
常委、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昨日應
清華大學邀請，到該學院與學生分享
企業成功之道。鄭家純表示，企業能
成功，從沒有僥倖，且需要自食其力
，配合個人誠信、優秀人才及完善管
理制度等，才能踏上企業成功之道。

鄭家純昨日應清華大學的邀請，
到該院校的經濟管理學院舉辦的 「企
業家講堂」分享企業成功之道。鄭家
純於演講時表示，建立品牌最重要是
有優質的產品、親切的服務態度及創
新的思維。現時企業間的競爭越來越
激烈，每個人都在進步，因此不進則
退。他指，品牌成功與否，是由於有

各種不同的因素，包括客觀環境、企
業努力及運氣等。不過，唯一令品牌
成功的先決條件是它能否予消費者一
個清晰的形象。

鄭家純表示，創立品牌，要得到
社會認同，鞏固品牌，必須重視社會
責任。 「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企
業創富後，把一部分回饋社會，為社
會盡一分力，是企業的責任。他說，
企業成功之道，是要有誠信，配合優
秀的人才及完善的管理制度。此外，
必須要按部就班，打好基礎。透過最
大努力，加上少許運氣，必定能踏上
企業成功之道。

陳振聰敗訴 須繳稅三億四

▶陳振聰昨
日被裁定須
向稅局繳交
逾三億四千
萬元的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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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0.5注中，每注派8,000,000元
二獎：0.5注中，每注派1,341,450元
三獎：89注中，每注派40,190元
多寶獎金：4,670,725元

【本報訊】實習記者胡禮富報道
：本港每十個人便有八個人受牙齒擁
擠困擾，當中有三至五成個案有爆牙
情況。爆牙可大可小，嚴重的爆牙會
擠壓旁邊牙齒，影響牙齒的整體排列
，甚至造成面部歪斜。牙齒矯正科專
科醫生建議兒童自六歲起，可接受牙
齒矯正科專科醫生檢查，及早分析顎
骨及恆齒狀況以掌握最佳治療時機。

爆牙是指犬齒在壓力底下向前擠
出，疊於兩旁牙齒上方。由於東方人
的牙齒較大，牙床較小，因此東方人
出現爆牙的比例遠高於西方國家，而
男女患有爆牙的比例約為一比一。

爆牙成因可分為先天及後天兩類
。先天原因包括牙床及牙齒大小不配
合導致犬齒生長空間不足、犬齒恆齒
的根部位置先天性歪斜。後天原因則
包括犬齒恆齒根部因外力如意外撞擊
引致歪斜、乳齒脫落後犬齒生長位置
不足、吮手指習慣、因鼻敏感等原因
經常用口呼吸等。

香港矯齒學會會長、牙齒矯正科
專科醫生梁訓成指出爆牙除了會因清

潔不便引發牙周病及蛀牙、咀嚼功能
下降、語言不便外，還會影響牙齒的
整體排列。由於犬齒位於面部的 「轉
角位」，爆牙兩旁所造成的空隙有機
會令其他牙齒移位，造成面部歪斜。
而爆牙問題亦會引導側門口牙骨生長
有問題，情況嚴重時可影響面形。

現年二十二歲從事銷售的鄧先生
，自乳齒脫落更換恆齒開始，上顎兩
隻犬齒因為生長位置不足而造成爆牙
。由於爆牙位置難於清潔導致牙肉發
炎，同時令鄧先生的面形不正，因此
工作時他介意客人見到他的爆牙，令
他笑時亦不敢露齒。及後，他決定以
「隱形牙箍」以矯正爆牙問題。歷經

一年零三個月的矯齒療程，現時鄧先
生的牙齒已回復整齊，他亦重拾笑
容。

梁訓成表示目前的牙齒矯正方案
分別有固定式外箍、固定式內箍及活
動式牙箍三種。他建議兒童自六歲起
，可接受牙齒矯正科專科醫生檢查，
及早分析顎骨及恆齒狀況以掌握最佳
治療時機。

▲杜葉錫恩於南華早報中撰文，
力挺行政長官曾蔭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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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公立醫院急症室過去的一周，平均每日求診人數超過六千五百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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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
26
23
9
9

最高
10
9

10
20
15
2

馬尼拉
曼 谷
新加坡
悉 尼
墨爾本
洛杉磯
三藩市
紐 約
溫哥華
多倫多
倫 敦
巴 黎

法蘭克福

蘭 州
西 寧

烏魯木齊
銀 川

呼和浩特
南 寧

預測
多雲
雷暴
雷暴
天晴
驟雨
天晴
天晴
大風
天晴
有雨
明朗
天晴
多雲

預測
多雲
多雲
多雲
天晴
天晴
有雨

最低
24
26
25
16
15
7
7

10
3

10
7
2
3

最低
-3
-6
-6
-5
-8
10

最高
32
34
32
27
22
27
17
20
10
11
10
11
9

最高
5
3
1
7
2

13

鄭家純清華分享成功之道
從沒有僥倖 要自食其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