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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由國家旅遊局主辦的 2012 中國歡樂健康遊
主題推廣活動，昨日起一連四天面向香港公眾展開。昨日在
荷里活廣場舉行開幕儀式，現場有內地十八個省、自治區和
直轄市旅遊局準備的旅遊宣傳品，並有少林功夫、少數民族
服裝展示等演出，吸引大批市民駐足，氣氛熱烈。

宣傳活動由昨日起至本月十二日在港舉行，昨日及今日
在荷里活廣場舉行，明日將移師至將軍澳廣場。國家旅遊局
副局長杜江、中國旅遊協會名譽副會長劉金平、特區政府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旅遊事務專員容偉雄、旅遊業
議會主席胡兆英及總幹事董耀中，昨日為活動剪綵。

國家旅遊局和內地十八個省、自治區及直轄市，包括天
津、吉林、黑龍江、江蘇、浙江、湖南、四川等的旅遊局，
在活動現場展示各具特色的旅遊產品和線路，香港多間旅行
社現場提供報名優惠活動。為做好本次活動，國家旅遊局年
初專門投放資金，在香港國際機場、主要商業區、地鐵、巴
士等，投放2012中國歡樂健康遊廣告，並加強網絡宣傳。

在港期間，旅遊局副局長杜江一行還拜會商經局、旅遊
事務署及旅遊業議會，就完善市場監管合作機制、一程多站
旅遊產品開放、人才培訓及深化粵港區域合作等議題進行交
流。代表團還考察了香港智慧旅遊設施、酒店業和主題公園
，實地走訪香港零售、餐飲等優質旅遊商戶，深入了解香港
優質旅遊計劃，進一步推動內地與香港旅遊業健康發展。

內地18省區市來港宣傳旅遊

【本報記者馮慧婷北京九日電】
社會關注 「雙非」孕婦湧港產子問題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表示，修改
基本法的做法並不恰當，現時解決的
主動權在於特區政府和終審法院。

范徐麗泰不認同修改基本法解決
「雙非」問題。她解釋，因基本法的

條文並無錯，人大在莊豐源案未有裁
決前，已順帶作出解釋，講明基本法
二十四條的其他條文的立法原意，但
當時終審法院只採用字面的解釋。她
表示，現時要解決 「雙非」問題，主
動權在特區政府和終審法院，特區政
府可與中央商討，是否需要進一步的
澄清或解釋之前作出的釋法，或由終
審法院自己糾正，但必須堅持尊重終

審法院的裁決。

自駕遊須考慮實際環境
至於粵港自駕遊措施，在香港社

會引起不少反對意見，范徐麗泰認為
，這是一個溝通上的問題。她表示，
首階段香港人到內地自駕遊現已實施
，而基於有來有往的原則，是可以允
許內地人到香港自駕遊，但亦要考慮
實際環境。 「香港地方小，道路使用
量已很飽和，自駕人士到香港後限制
很多，且到各旅遊景點遊玩又要解決
停車位的問題，其實不算方便，同時
亦要考慮到兩地在駕駛習慣上有差異
，故認為要仔細衡量允許內地車輛來
港自駕遊的數量。」

解決雙非應由終院糾正

【本報訊】聯想的兩款桌上電腦因為有可引致火警的危
險，供應商Lenovo已安排回收，機電工程署昨日促請市民
立即停用該兩款電腦。

有問題的是 「Lenovo」ThinkCentre M90z 和 M70z 一
體型桌上型電腦，於前年五月至今年一月期間在本港銷售。
機電署表示，根據供應商資料，電腦的電源供應器內部元件
存有缺陷，可引致火警的危險。市民應聯絡Lenovo香港，
安排免費更換電源供應器。查詢可致電服務熱線 2516
3903，或瀏覽供應商網頁www.lenovo.com/aiopsurecall。

聯想回收兩款桌上電腦

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香港與內地
的合作、交流近年越來越頻繁。范徐麗
泰說，香港與內地交流、協作是大勢所
趨，對雙方都有好處，不是任何矛盾可
以擋得住： 「香港可為國家現代化建設
做先行者，內地是香港堅實的後盾，合
則強，分則弱。」於近期兩地在交流過
程中，出現的一些小摩擦，她表示，希
望這個過程中，雙方可學習對方的優點
，以客觀、理性、包容的態度緩和誤解
，對兩地關係日益密切、互補不足充滿
信心。

「雙非」湧港產子急需解決
香港特區政府換屆在即，被問到下

屆政府有什麼問題急需解決，范徐麗泰
說，眼前香港市民最關心的是 「雙非」
孕婦湧港產子，如何保障香港孕婦享有
醫療服務，而其他方面，在各候選人的
政綱中亦有所提及，包括解決貧富懸殊
問題、幫助年輕人就業創業置業、對中
小企的支援以保障本港就業、人口老化
問題、協助傷殘人士等， 「這些利民、
惠民、安民心的措施，必須盡快做，社
會才會安定」。

習近平副主席早前先後會見港區全
國政協委員以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時，
都提到香港社會要團結。范徐麗泰說，
不論誰當上新一屆行政長官，誰曾表示
支持或反對，都已經是過去的事，必須

要任人唯才： 「每一個群體的持分者，
都要盡量有機會去聽他們的意見，令他
們明白其意見得到尊重，亦令他們明白
到為香港整體利益，過去的芥蒂應該一
筆勾銷。」

寄語新特首海納百川
范徐麗泰說，團結一致，不是只是

口頭上說，而要用實際行動去做，要有
海納百川的氣度： 「就算你不喜歡我，
或你對我有意見，不緊要，因為我們大
家的服務對象是香港人，只要有心為香
港人服務、有能力執行新一屆政府的職
務，就不應該有不同黨派、不同陣營的
考慮。」

兩會期間，中央領導人的一言一行
都受到香港媒體高度關注，范徐麗泰說
，不認為中央領導人會在講話中會對任
何一個候選人有傾向性。香港人應該有
集體政治智慧，而她自己亦不會公布投
票意向。

范徐麗泰又說，今次的選舉與以往
的選舉不同之處，在於選舉中講政綱的
時間少，講私人問題或利益衝突問題較
多，部分事件更近乎揭私隱，結果令兩
名候選人均被質疑誠信問題。她表示，
希望社會可集中討論政綱，而候選人將
來亦應兌現政綱，而不是用各種理由推
卸責任。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正在北京的全國人大常委范徐
麗泰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十五年以來，香港在國家堅實後盾的支
持下，經濟社會、政制等方面都有很大進步，香港與內地合則強、
分則弱，應以包容和理性的態度緩和誤解。面對特區政府即將換屆
，范徐麗泰期望，下一屆政府可盡快落實利民、惠民、安民心的措
施，社會才會安定。

【本報記者馮慧婷北京九日電】

【本報訊】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聯同古物古蹟辦
事處，將於四月至七月期間舉辦景賢里免費公眾導賞團，是
第二年舉辦免費公眾導賞團。發展局發言人稱，有見巿民對
去年的開放日反應踴躍，決定於景賢里舉行八節導賞團，讓
市民更深入認識及欣賞其歷史和建築特色。

導賞團將由資深導賞員帶領，每團二十人，以粵語進行
。導賞團舉行日期為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二
十四日及七月二十九日，每日分為兩節，時間為下午二時至
三時及下午三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

景賢里公眾導賞團截至報名日期為三月三十日（四及五
月團適用）、六月一日（六及七月團適用）。市民如欲查詢
有關導賞團的詳情及報名方法，可登入古物古蹟辦事處網頁
www.amo.gov.hk，或於辦公時間致電古物古蹟辦事處（電
話：2208 4400）。景賢里並沒有泊車設施，公眾人士須乘
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參觀。

景賢里下月起再辦導賞團
【本報訊】消防處日前向員工提

出 「五一」方案，建議每周工時減至
五十一小時，不過消防職工總會經過
兩日的開會，九成九工會成員反對處
方建議，認為方案需要減少夜間的車
輛及人手，對前線員工及市民的安全
有威脅。工會將會於下周一與處方開
會，爭取將工時減至四十八小時，若
處方仍未有回覆，不排除會按章工作
，包括其他文書或保安工作都不會執
行，但不會影響救援服務。

消防員職工總會廿多年來，一直

爭取每周工時減至四十八小時，消防
處日前向工會提出 「五一」方案，即
每周工時減至五十一小時，但需要縮
減夜間的車輛及人手。工會連日來召
開會員大會，結果九成九會員反對方
案，且堅持爭取工時減至四十八小時
。消防處職工總會主席李德其指，工
會早於廿一年已爭取工時減至四十八
小時，至今處方再次提出同樣方案，
是莫視他們的訴求。

工會副主席謝守龍指，處方提出
的方案，需要減少全港七十八間消防

局，共三十多部不同種類的消防車，
及近三百多個夜間人手，會令救火的
工作更加困難，隨時危及前線人手的
安全，以及市民的生命財產。工會將
於下周一與處方開會，要求處方接受
工時減至四十八小時的方案，又指會
約見區議會、保安局及保安事務委員
會，與他們講解 「五一」方案的危處
。若處方內部諮詢完結後，仍未有工
會滿意的答覆，工會不排除會將行動
升級，包括按章工作，罷做文書、保
安及清潔工作等，或再度遊行，但大

前提不影響緊急的救援行動。
消防處發言人表示，處方於月初

派員到所有單位闡述縮減工時方案內
容及利弊，預計所有問卷將於三月底
收回並進行分析。發言人又指，處方
提出的 「五一」方案是於 「三不」條
件下制定，並沒有改變現行的行動調
派程序或車輛的標準出動規模，並不
會影響救援的緊急服務，又指若建議
方案得到支持，部門將以審慎、務實
的態度逐步推行試驗計劃。

消防工會堅拒每周51工時

【本報訊】民航處發表去年一月運沙直升機疑觸到架空
高壓電纜搶火導致工人受傷事件調查報告。民航處發言人指
，在意外發生時，直升機所用的長索可能因過於接近附近的
架空線路，引致大量電流由導體流向接地物，繼而產生閃絡
，建議暫停使用導電物料作吊運長索組件，直至調查工作完
成。

去年一月三日事發時，直升機在粉嶺九龍坑老圍山邊進
行吊掛負載任務（吊運）。當直升機在一架空高壓電纜附近
的工地卸下負載物時，直升機下方鄰近電纜的位置突然起火
，煙火隨即散落地面，導致地面兩名工人受傷。

民航處發言人表示，意外調查組在實驗室內進行了一系
列的高電壓電力實驗，並評估當時可能發生的狀況。實驗結
果顯示，若當時直升機所用的長索，在受防護尼龍布料保護
下，與架空線路及對地線路的分隔距離少於約二十厘米，便
有可能引致空氣絕緣體受到電流擊穿，繼而產生閃絡。

發言人續指，意外調查組向肇事直升機公司建議，直升
機在架空高壓電纜附近進行吊運時，應暫停使用任何帶有導
電物料的吊運長索組件，直至調查工作完畢。

直升機吊運長索
倡停用導電物料

【本報訊】政府前日宣布批出啟德郵輪碼頭租約予
WCT 集團，十年固定租金一千三百萬元，被外界質疑是
「賣大包」，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強調，招標過程

公平、公開。他估計至二○二三年，郵輪碼頭每年為香港帶
來十三億至二十四億元經濟效益。

蘇錦樑昨日出席電台節目後表示，郵輪碼頭是本港主要
的旅遊基建項目，建造過程相當順利，希望郵輪碼頭投入服
務後，能為香港帶來很多的經濟效益。郵輪碼頭在建造過程
中，增加了很多就業機會，估計至二○二三年，每年會帶來
約十三億至二十四億港元的經濟效益，亦會繼續增加就業機
會。

蘇錦樑強調，這是一個公開的招標過程，招標的條款已
在招標前諮詢業界，亦訂下了一個公平、公開的程序。郵輪
碼頭租約已批予富經驗及能夠在將來有效營運碼頭的營運者
，政府希望能配合各方面的設施，為香港帶來更多旅客及豐
富他們的旅遊經驗。

【本報記者胥建華九日電
】一連四場面向香港公眾的宣
傳推廣活動在人流密集的香港
大型社區荷里活廣場展開。其
中，新疆代表團展位備受香港
市民的青睞。

新疆代表團準備了大量設
計精美、圖文並茂的旅遊宣傳
品，查詢新疆旅遊信息的香港
市民及旅行社代表絡繹不絕。
新疆歌舞等生態節目的精采演
出，為宣傳促銷活動營造了熱
烈的氣氛。

新疆克拉瑪依市旅遊局長
劉剛告訴記者，港澳地區是克
拉瑪依市主要的客源市場。近
年克拉瑪依打造石油旅遊城，
旅遊業發展迅速，當地政府已
做完一批高品質景區、景點的
規劃，今年希望旅遊人數和旅
遊收入增長百分之三十。

蘇錦樑：啟德招標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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