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第七屆投資貿易中部博覽
會將於五月在長沙舉行，湖南省人民政府
副省長何報翔昨日來港推介中博會。他表
示，湖南將會為港商提供寬鬆、規範和可
預見的營商環境，希望加強與港在金融服
務業的合作，將之前 「引資」 的觀念轉換
成 「引質」 ，並強調 「絕不拿青山綠水換
急功近利」 ，保護環境。

湘港加強金融合作創雙贏
副省長何報翔來港推介中博會

今年料五至八個颱風襲港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A12港聞責任編輯：蔡向陽

【本報訊】第七屆中部投資貿易博覽會將於今年五月十八
至二十日舉行，本次中博會以 「開放崛起，綠色發展」為主題
，創新採用1+3模式，主會場設在湖南長沙，並在株洲市、湘
潭市、張家界市設立分會場，舉行世界華商領袖峰會、高峰論
壇、中部六省與跨國公司懇談會等重大活動以及多項專題活動
，並首次加入投資貿易網絡展。

主會場設在長沙
湖南省綠色發展推介會將同時於今年五月十八日於長沙市

舉行，湖南省將重點發布招商項目二百六十四個，涉及基礎設
施、能源、交通、機械製造、電子信息、新材料等十三個類別
，總投資達七百零九億美元。

中博會是落實中央關於 「中部崛起戰略」的重要措施，經
國務院批准、由國家商務部、稅務局等國家部委局聯合山西、
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及湖南等中部六省人民政府共同舉辦
的重要國際性經貿交流合作平台。是次中博會圍繞 「開放崛起
，綠色發展」的主題，切實把改革開放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
方式的強大動力，切實把 「兩型社會」建設作為加快轉變經濟
發展方式的着力點。

本次中博會以長沙為核心，聯動株洲、湘潭、張家界等二
線城市，推動二線城市全面轉型升級。跨國公司懇談會將有全
新模式，以跨國公司高管介紹全球發展戰略和在華投資策略為
主，代替各省領導推介的形式。 「開放崛起，綠色發展」為本
次中博會主題，其中主打品牌的活動 「高峰論壇」將邀請全球
五百強企業嘉賓演講，並與互動對話結合，分段進行，着力推
介中部開發主戰略。

另外，文藝晚會演出場地依託自然景觀，以激光焰火為主
要表現形式，輔以文藝表演在舉世聞名的橘子洲頭公園表演，
並且在投資貿易展覽中首次引入網絡展，運用聲、光、電、數
字等各類最新現代技術布展，着力打造獨具魅力的 「網上中博
會」。

【本報訊】雨季及風季將至，香港天文台預測，
今年將有五至八個熱帶氣旋，風季亦提早在六月或更
早開始，但未能確定今年會否繼續出現拉尼娜現象。
由於全球暖化，近年出現破紀錄百年一遇大雨的次數
會愈來愈多，提醒市民做好預防措施。

受拉尼娜現象影響，近兩年本港冬季比較寒冷
，天文台台長岑智明昨日會見傳媒時表示，拉尼娜
現象已逐漸減退，估計持續多一、兩個月，考慮到
春季拉尼娜現象影響，預計今年風季可能會早在六
月或之前來臨，而且全年約有五至八個熱帶氣旋威
脅本港。

至於風勢會否增強，甚至變成超強颱風，岑智明
稱將取決於多項隨機因素，例如颱風時海面水溫、海
面環流的水平風切變等。他說，雖然拉尼娜現象已連
續第二年影響本港，但現時全球各大天氣預報都未能
顯示，今年會否仍受拉尼娜現象抑或厄爾尼諾現象影
響。

至於雨量，天文台預計屬於正常或偏少，但根據
過去二十年雨量紀錄，發現逾半數年份雨量偏多，
「大雨紀錄愈來愈高，每次破紀錄時間愈來愈短。」

他指，雨勢有愈來愈大，初步估計與全球暖化有關，
「變暖令空氣中的水分增加，水分多些，下起雨來會

特別大。」他提醒市民，要做早預防措施，不可忽略
雷暴帶來的影響。

為方便智能手機用戶，天文台將於今年內在應用
程式 「我的天文台」內，加入未來一、兩小時定點雨
量預報的新功能，提醒用戶身處位置將會下雨，岑智
明稱新功能的準確度達七成。另外，由昨日起，當預
計天氣驟變時，天文台天氣預報一欄會顯示兩個不同
標誌，以通知市民。而天文台將於本周末及周日舉辦
開放日，幫助市民對氣候變化有更深入了解。

去年的聖誕和今年新年，平均氣溫約十五點九度
，較正常低一點一度，是二十五年以來最寒冷的冬天
，而去年全年雨量都減少四成。

何報翔表示，香港與湖南經貿往來密切，目前香
港在湖南投資企業達 7269 家，投資總額達 220.72 億
美元，佔全省實際利用外資總額近六成，至今年二月
，湖南在香港共設立企業89家，合同投資總額15.54
億美元，去年與香港進出口總額達15.42億美元，兩
地地緣相近、人緣相親、商緣相連。隨着國家 「中部
崛起」的戰略大力實施，湖南率先於全國出台省級
《行政程序規定》、《政府服務規定》規範行政許可
行為，精簡壓縮省本級行政審批項目 1011 項，取消
103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全面推行審批代理制，並推
出一系列知識產業轉移和支持外商投資的政策。湖南
將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讓一切來湘經商人士享受優
質、高效、便捷、規範的服務，並向港商提供寬鬆、
規範和可預見的市場環境。

重點引資金融服務業
何報翔說，在改革開放初期招商看中的是 「引資

」，但是現在則更加看重 「引質」，即引入高質量企
業。鑑於香港在全球金融市場的地位，本次招商引資
中特別是金融服務業將是重點。目前湖南與香港的金
融服務業合作發展迅速同時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在去
年經濟條件非常複雜的條件下，湖南和香港的經濟貿
易依然達到了 46.23%的增長。而香港銀行業、戰略
投資者也大量進入湖南，不少銀行業在湖南設立分支
機構，開創了一個很好的開端，也有一批湖南的企業
，包括三一重工、中聯重科等到香港上市。目前在服

務業，特別是金融服務業、金融證券等需要借助香港
市場發展業務，政府也支持企業加強與香港金融證券
業的合作。

就目前勞動力荒的問題，何報翔指出，湖南人口
有七千一百萬，勞動力資源充足，隨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勞動力工資雖然有所增長的，但相對香港沿海地
區，湖南的勞動力依然是一個優勢。另外，湖南教育
發達，勞動力在文化素質上有比較好的教育基礎，勞
動力素質相對比較高。

本次中博會主題為 「開放崛起、綠色環保」。何
報翔強調，主題意義為堅持改革開放，緊扣中部崛起

，但是 「絕不拿青山綠水換急功近利」，在發展的同
時也一定要保護湖南的青山綠水。

香港中華商會會長蔡冠深表示，屆時舉行的世界
華商領袖峰會將會是一個高層次論壇，內容會關注華
商與內地，特別是湖南長沙的結合和發展。現在結合
總理提出內地企業走出去的戰略，提出一個新的想法
，即香港以前一直發揮引進來的作用，將外商引到內
地，而現在是時候考慮如何將湖南以至全國的企業如
何結合香港企業一起走出去。香港和沿海的城市目前
已有的合作很多，中部崛起將是湖南發展的時機，亦
是香港和湖南共同發展的機會，前景將大有可為。

風季或提早六月來臨

首設投資貿易網絡展

【本報訊】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建議向盛事基金撥
款一億五千萬元，延長基金運作五年。政府建議修訂
現行基金計劃為兩層機制，擴闊申請範圍至海外私營
或專業機構，資助上限為盛事整體開支一半。

若以商業模式營運，政府有權分享盈利。當局希
望吸引更多國際頂尖體育盛事、世界級音樂會等來港
舉辦。

盛事基金由零九年開始運作，為期三年，撥款期
到本月三十一日屆滿。基金現時規定只有在香港主辦
非文化、藝術和體育盛事的本地非牟利團體才符合資
助資格，但本地團體缺乏舉辦大型盛事的經驗和能力

，吸引力不足且規模有限。政府研究增加基金靈活性
，令運作更具效益。

根據旅遊事務署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建議將現
行基金計劃修訂為兩層機制。第一層是新設機制，目
標是吸引享譽國際的盛事來港，包括國際頂尖體育隊
伍參加的體育盛事、世界級古典或流行音樂會，及在
維港舉辦的帆船賽等活動。

這些盛事須在國際上具吸引力，為國際傳媒廣泛
報道，還須吸引相當數目的遊客專程來港，最好持續
數年舉辦。當局亦委聘獨立顧問進行全面研究，物色
具潛力的盛事引入本港。

政府給予上述國際盛事的總資助上限為整體開支
的一半，若盛事以商業模式營運，政府有權分享盈利
作庫房收入，比例與基金及其他融資單位所提供資金
的比例相若；如虧損，基金最高承擔額為已批准的資
助額。

第二層機制是向本地非牟利機構撥款，涵蓋範圍
擴展至較多娛樂元素的活動，包括街頭節慶巡遊、啤
酒節等，並取消現時向再次申請的項目扣減資助額的
做法。如獲資助的活動下一年繼續舉辦，主辦機構可
獲准保留當年盈餘，否則須歸還政府。

旅遊事務署指，如實施新機制，預計未來五年申
請和獲資助的盛事數目為增加。當局就第一層機制諮
詢廉政公署，以指定更嚴謹的監察和管制措施，確保
善用公帑。

截至本月，盛事基金共審議八十份申請書，批出
十六份資助，總額為五千一百三十四萬元，吸引逾九
十萬人參加，當中十七萬為遊客，合共製造一萬個職
位，超過預期二點六倍。

海外機構亦可獲資助
盛事基金研擴申請範圍

【本報訊】工聯會調查發現，康文署、衛生署及
教育局是三大聘用最多服務五年或以上合約員工的部
門，合共超過一千一百人。工聯會認為，部分職位有
長期需要，呼籲政府考慮轉為公務員職位，保障僱員
利益，避免同工不同酬現象。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向二十五個政府部門提
出七十七條質詢，要求提供有關非公務合約僱員、外
判僱員及中介僱員的聘用資料，以監察政府聘用非公
務員僱員政策及制度。調查發現，教育局、康文署及
衛生署為聘用最多合約僱員的部門，涉及三千二百零
二人，絕大部分合約員工薪酬介乎八千至一萬六千元
。這三個部門中服務超過五年或以上的合約員工達到
一千一百五十四人，當中康文署最多，有五百六十六
人。

王國興指，聘用超過五年以上證明這些職位是有
需要，但仍要每隔數年更新一次合約，令員工擔心飯
碗，做法不公平。政府應將其轉為長期聘用的公務員

職位，並參考服務年資，決定優先次序。他又說，政
府部門內存在多類僱員，導致同工不同酬，引起員工
之間矛盾。

另外，二十五個政府部門上年度聘請超過三萬零
八百名外判僱員，較去年同類調查的三十二個部門的
三萬零二百多人有明顯增長，職位以基層工種為主，
包括保安、清潔、物業管理等。當中食環署最多，有
一萬一千五百多人，涉及合約金額十三億元，較去年
增加一億元；其次為康文署，九千九百人。政府產業
署有超過九成員工為外判僱員，其次為運輸署、康文
署及食環署。二十五個部門中最少聘用一千五百二十
八名中介僱員，合約多為三至十二個月。

王國興指，工聯會反對將工作崗位外判，認為政
府為節省開支將非技術勞工外判影響服務質素， 「例
如仵工執遺骸，有風險嗰啲就唔做，雜工有風險嘅工
作又唔做」，政府有龐大資源，不應過分剝削員工福
利。

工聯會促政府轉聘長工

【本報訊】距離行政長官選舉尚餘四天，天氣會
否影響選委投票情況？香港天文台指，本港將會轉吹
偏北風，預計周日大致天晴，天氣清涼，氣溫將跌至
最低十四度。

周日（二十五日）不但是天文台開放日，更是全
港七百萬名市民關注的行政長官選舉大日子，天文台

助理台長鄭楚明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雖然近日本港
正吹東風，天氣潮濕。

但預計周末有一股較強的東北季候風補充南下
，本港將轉吹偏北風，預測選舉日當日大致天晴，
天氣乾燥，早上天氣清涼，氣溫將介乎十四至十九
度。

特首選舉日轉涼低至14度

【本報訊】面對全球經濟不明朗，有調查
發現本港企業第一季的招聘意欲平穩，有五成
五的企業仍然維持與上季相同的招聘，當中酒
店、電訊及工程業的招聘將維持不變，但批發
、出入口及貿易的招聘則會下跌一成。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於今年一至二月期
間，就本港去年第四季的人力市場情況及企業
招聘意欲，向八十二家企業進行調查，結果發
現，本港未來經濟前景雖然不明朗，但有五成
五的企業表示，第一季的招聘仍與上一季相同
，僅較上季輕微下降百分之四點八；不過，有
兩成的企業表示凍結招聘，較上季升百分之五
十；而減少招聘的企業不足半成。

八十二家企業中，維持招聘不變的行業包
括酒店業、電訊業和工程業；有四成一金融企
業表示增加招聘；但有一成的批發、出入口及
貿易企業會減少招聘，為眾企業中減少招聘之
最。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莫家麟表示
，雖然部分企業維持招聘計劃，但調查顯示
僱主招聘計劃傾向謹慎，可見經濟前景陰霾
仍然存在，加上歐債持續，僱主多採觀望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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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興號委臨時遺產管理人

地政署助理署長被控欺騙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何報翔昨日來港推介中博會
本報記者林雨燊攝

▲湖南省副省長
何報翔（左）和
香港中華總商會
會長蔡冠深

本報記者
林雨燊攝

▲王國興促政府應將合約員工轉為長期職位
本報記者虢書攝

▲岑智明表
示，天文台
今 年 將 在
「我的天文
台」 內加入
新功能

【本報訊】上環蛋舖 「順興號」昨就過世的公司創辦人
郭榮輝臨時遺產管理人的委任問題，在高院提訊，去年爆發
爭產訴訟的兩派家族成員，同意委任畢馬威會計師行兩名合
夥人，擔任郭氏的臨時遺產管理人。至於涉及遺囑有效與否
的爭產官司，則仍在排期審理。

爭拗起因於 「順興號」（又名順興行）郭榮輝二○一○
年去世後，遺孀李煥與長子郭德明聯成一線，反對繼承生意
的次子郭德成。去年二月李煥與長子透過公司名義，以拖欠
租金為由，入稟法院要求收回現時郭德成經營的上環永樂街
地下舖位，其後雙方再就郭榮輝生前所立遺囑有否法律效力
問題對簿公堂。

資料顯示，郭榮輝生前是順興號控股公司 「金禾投資有
限公司」的大股東，金禾於九一年購入永樂街六十一號地下
舖位，九三年郭榮輝在未獲金禾其他股東同意下，自○五年
初起在未有支付租金的情況下，佔用永樂街舖位。郭榮輝前
年逝世前將順興號生意交予次子郭德成打理，郭德成之後亦
沒有交租。

「金禾」雖曾發律師信要求順興號於二○一一年二月十
四日前遷出，交還舖位，但郭德成沒有照辦，金禾遂入稟要
求順興號交吉，並追討拖欠數載的租金，及二○○五年至二
○一○年間的牌照費。

「順興號」生意以批發雞蛋、皮蛋和鹹蛋為主，當中又
以溏心皮蛋為招牌貨，中環鏞記有名的小吃 「酸薑皮蛋」，
當中的溏心皮蛋就是取貨自順興號。

【本報訊】一名地政總署助理署長，涉嫌於八七年至
九五年期間作為政府高級產業測量師時申請租屋津貼，並
虛假地表示，其居住的物業不是他本人所擁有。廉署昨落
案起訴，指他以代理人身份意圖欺騙及作虛假陳述。案件
於下月初轉介至區域法院，暫無須答辯。

被告樊容昌（59 歲），報稱地政總署助理署長。他曾
於筲箕灣官立中學就讀，並擔任舊生會副會長，他亦曾任
地政總署港島東區地政專員。被告一共被控5項罪名。控罪
書指，被告在八七年十月二十日至九五年五月二日期間，
作為代理人，在香港意圖欺騙及作出虛假陳述，訛稱其居
住的太古城道逸天閣物業，不是他本人或其家人。案件昨
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暫時毋須答辯，案件押後至
下月十日轉介區域法院審理。

據公務員事務局網站顯示，公務員按聘用條款、薪酬
、服務年資均享有房屋福利。對於自行租屋津貼，符合資
格的人員可每月獲發一筆全數實報實銷的津貼，在香港租
用私人住所。有關人員須向政府支付相等於薪金百分之七
點五的租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