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各政黨正積極部署九月份
的立法會選舉，民建聯十八區支部將於本
月內向選舉遴選委員會提交名單，醞釀出
戰人選。建制派在區議會選舉成績不俗，
建制派希望乘勝追擊，在選舉中作較進取
的部署，並希望在 「超級議席」 中有三席
的進帳。民建聯已基本篤定由 「大佬」 劉
江華角逐 「超級議席」 ，近日有消息指，
黨內傾向由較高知名度的副主席李慧琼力
爭第二席，但有關方面仍有待落實。

建制派力爭三超級議席
劉江華陳婉嫻料出選

鄉局研覆核抗清拆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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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國家宗教事務局一司
副司長劉威、中國佛教協會秘書長王
健和香港佛教聯合會執行副會長釋寬
運一行昨日到訪本報。本報總經理盛
一平熱情接待了來賓，並結合國家發
展和名人軼事，詳細介紹了大公報的
歷史與發展。

盛一平在本報資料陳列室向到訪
的客人介紹大公報的輝煌歷史，並提
到這份創刊已過百年的報紙與時俱進
的發展。他並提及曾任本報編輯的著
名武俠小說家金庸和梁羽生創作的緣

起等名人軼事，諸位客人都聽得頗有
興致。

當走到一幅關於佛舍利蒞臨本港
的新聞圖片前，釋寬運回憶道，上次
佛舍利蒞臨香港時，多家媒體都做了
廣泛報道，而本月的二十五至二十七
日，則是佛頂骨舍利首次蒞港供奉，
相信媒體亦會記錄下這一具有紀念意
義的盛事。

昨日同行的還有國家宗教事務局
辦公室新聞處處長弋楊、深圳市宗教
文化研究會會長易道等。

【本報訊】一周前被廉政公署拘捕，懷疑涉嫌賄賂案
的新鴻基地產主席郭炳江及前高官許仕仁，昨早回廉署報
到。兩人短時逗留後很快離開，並獲准延長保釋期，據悉
廉政公署目前暫未計劃提出檢控。

郭氏兄弟及許仕仁上月底被廉署拘捕，當晚十一時左
右先後獲准離開，據悉三人獲准保釋。昨早八時左右許仕
仁及郭炳江便回廉署報到，但僅分別逗留了十分鐘左右離
開。據悉，兩人均獲准延長保釋期，廉署現階段暫不會提
出檢控。

郭炳江和許仕仁乘坐私家車抵達廉署時，兩架私家車
均拉上車窗簾，兩人都沒有接受記者提問。而同時涉案的
郭炳聯已於較早前辦理續保手續，他於昨早離開寓所後，
直接返回位於灣仔的新鴻基中心。

據了解，三人均獲得延長保釋，廉署現階段不會提出
檢控。另外，由於昨早有大批記者到場等候，其中有一間
報館的攝影記者被私家車輾過腳掌受傷，需要救護員到場
治理。

廉政公署於上月二十九日，懷疑許仕仁、郭炳江及郭
炳聯，涉嫌觸犯防賄條例及身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被廉
署帶走，當晚獲准保釋。

【本報訊】鄉議局昨日上午召開
會議，討論政府推出的新界村屋僭建
物登記制度。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在
會後重申，反對將一九七二年前 「集
體官批地契」的村屋納入登記計劃之
內，一旦六月接獲首宗舊契清拆令，
會與律師商量啟動司法覆核程序。而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梁福元則表示

，新界二十七鄉會自組 「保衛家園行
動小組」，統一行動，至於具體行動
細節則有待商討，若政府強行清拆僭
建物不排除有激烈衝突。

反對72年前落成納清拆
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副主席張學

明、林偉強等昨日與村代表舉行特別

會議，討論政府推出的新界村屋僭建
物登記制度。張學明在會後表示，會
議主要聽取村代表及法律代表的意見
，鄉議局對登記一九七二年後落成的
丁屋僭建物，持開放態度，居民可自
行決定是否申報，但對於要清拆一九
七二年前 「集體官批地契」的村屋僭
建物，則表示強烈反對。

對於會否就清拆僭建物的安排提
出司法覆核，張學明表示，預計六月
底會收到第一張舊契清拆令，屆時鄉
議局會諮詢法律意見，啟動司法覆核
程序。至於有村代表揚言，會發起集
體行動，阻止屋宇署人員入村清拆僭
建物，張學明表示，鄉議局不鼓勵亦
不支持過激行為。

而林偉強則在會前表示，現時二
十七個鄉事委員會，都沒有配合政府
的登記計劃，希望爭取以行政措施，
保留無危險的僭建物。林偉強又說，
知道有新界居民計劃就村屋僭建物清
拆問題提出司法覆核，鄉議局希望以

平和方法處理，暫時不會主動提出司
法覆核，但希望問題可由現屆政府解
決，不要拖到下屆政府。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梁福元會
後則表示，新界二十七鄉會將自組
「保衛家園行動小組」，統一居民的

行動，發起村民不向當局登記，至於
其他行動細節亦會在短期內開會商討
。梁福元又呼籲村民要團結，若政府
強行清拆，相信其他村民都會到場聲
援。

新界村屋三層半僭建登記制度於
本月一日展開，村民可在半年內主動
申報，否則逾期後便不獲暫時保留僭
建物的權利。屋宇署表示，由於要向
八萬多戶村民發信，且月初有多日公
眾假期，且村民收到信件後，要經過
專業人士測量、拍照等程序才能完成
申報，故暫未有申報個案數字。

對於鄉議局或對清拆令採取司法
覆核，發展局回應時重申，局方會依
法辦事。

【本報訊】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上月二十七至三十日
進行，訪問了超過一千名市民。調查顯示，候任行政長官
梁振英的支持度評分是五十一點五分，支持率有三成八，
而反對率亦減少三個百分點。

其中，近四成受訪市民認為，梁振英在選舉過程度中
，能夠做到面對全港市民，且有四成七受訪者估計梁振英
會做得比曾蔭權好。至於對香港前途的信心，兩成市民表
示梁振英當選增加了他們的信心，亦有四成七受訪者表示
沒有影響。

分析顯示，市民年紀越大，就越支持梁振英出任特首
，對今年特首產生過程越滿意。

【本報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
嶽昨日展開為期三天訪問四川行程，其
間將視察香港特區政府撥款支援地震災
區重建的醫療衛生項目，並與當地衛生
官員會面。

周一嶽今日會在成都考察正在進行
重建工程的綿陽市中醫院及綿陽市中心
醫院。該兩所醫院於二○○八年的地震
中均受到嚴重損毀。

今早，周一嶽將主持綿陽市梓潼縣
人民醫院的落成儀式。該醫院於地震中

嚴重受損，新住院及門診綜合大樓開設
有內科、外科、婦產科、骨科、兒科及
康復科等，共提供三百張病床，以應付
全縣及周邊地區近三十九萬人口的醫療
救治服務需要。他亦會參觀綿陽市梓潼
縣中醫院，其住院大樓重建後將設有二
百張病床。

明日上午，周一嶽將拜訪四川省衛
生廳，了解當地醫療衛生服務的最新發
展，並就兩地共同關注的事宜與相關官
員交換意見。他會於同日下午返港。

27鄉會組保衛家園行動小組

劉威王健一行訪本報

周一嶽視察四川援建醫院

郭氏兄弟許仕仁延長保釋

港大最新民調：
市民支持梁振英任特首

立法會選舉如箭在弦，全港 「超級議席」將成為
今次選舉中的一大焦點。建制派方面，劉江華和工聯
會 「票后」陳婉嫻落場已毫無懸念，正所謂 「肥水不
流別人田」，民建聯亦希望分拆多一條隊，為該黨力
爭多一個 「超級議席」。反對派近日也積極就 「超級
議席」進行商討，希望能夠協調出三支參選隊伍，民
主黨立法會涂謹申、第二梯隊尹兆堅已率先表態希望
分隊參選。

就民建聯的第二席 「超級議席」究竟由誰擔大旗
？坊間一直盛傳由兩名副主席李慧琼、張國鈞之間選
擇，李慧琼已多次表明想留守九龍西選區，但近日有
消息指，由於李慧琼知名度較高，所以由她出選 「超
級議席」較安全。另外，民建聯希望在港島區重奪失
落的第二個席位，除了曾鈺成外，亦希望力推 「輪候
」多時的黨友、東區區議會主席鍾樹根 「上位」，所
以張國鈞的路向未明。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接受查詢時表示，參選名單需
要時間醞釀，民建聯會舉行諮詢會，並由地區支部向
選舉遴選委員會提交名單，直至選舉臨報名前，再由
中委會拍板通過。問及民建聯就 「超級議席」的最新
部署時，譚耀宗表示，現階段還未決定，但民建聯正
積極考慮派出兩條隊。問及會否派李慧琼出選第二條

隊時，他說： 「佢知名度係高啲，但要再傾。」李慧
琼接受查詢時重申，自己想留守九龍西，但最後仍會
考慮及配合黨的決定。

劉健儀擬出戰港島區
另一邊廂，自由黨主席劉健儀昨日與傳媒茶敘時

表示，正積極考慮在立法會選舉中出戰港島區直選，
而該黨榮譽主席田北俊亦會考慮出選新界東，收復上
屆失地。自由黨目前在立法會有三個功能組別席位，
除了劉健儀的航運交通界一席，還有批發零售界的方
剛及飲食界的張宇人兩席。劉健儀表示，若她選擇直
選，自由黨會考慮另外派人競逐航運交通界，但暫未
透露具體人選。此外，自由黨亦有意在紡織界派人參

選。
不過，自由黨內部有意見認為，劉健儀應留守航

運交通界別，不應冒險出選港島區，但劉健儀表示，
自由黨必須循直選途徑晉身議會，她若固守功能組別
議席，對自由黨的未來發展亦不利。

現時建制派各政黨都計劃在港島部署重兵，民建
聯有意分兩隊取兩席，工聯會的王國興亦從新界西轉
戰港島區參選，而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若爭取連任應
無懸念。劉健儀表示，明白港島選情激烈，而自由黨
與新民黨都主要面向中產，會是主要競爭對手。她日
前在南區開設了地區辦事處，亦於灣仔設立了聯絡處
，並頻頻落區接觸市民，希望在更多議題上發聲，爭
取支持。

【本報訊】行政長官曾蔭權昨日
（奧克蘭時間四月十日）展開訪問新西
蘭行程。此行旨在促進香港與新西蘭雙
邊貿易，以及推介本港作為亞洲時區的
國際金融中心和中國離岸人民幣中心的
地位。

曾蔭權抵達奧克蘭後，隨即與新西
蘭毛利事務部長沙普爾斯及外交貿易部
官員會面，向他們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
情況。然後，晚上出席外交部長麥卡利
主持的晚宴。未來兩日，他會與貿易部
長格羅澤和奧克蘭副市長Penny Hulse
會晤。

曾蔭權此行會在新西蘭出口協會、

僱主和製造商協會及香港新西蘭商會合
辦的午餐會上，就香港的優勢與對新西
蘭商界的吸引力發表演說。他亦會考察
當 地 經 貿 設 施 ， 包 括 食 物 碗
（FoodBowl） 及 璽 龍 茶 園 （Zealong
Tea Estate）。食物碗在奧克蘭國際機
場附近，是新西蘭唯一認可試驗新款食
品及飲品的設施。各類型大小食品及飲
品公司與營辦商都可在該處開發、測試
及驗證新產品。璽龍茶園由一台灣家族
擁有，位於懷卡托區，佔地逾五十公頃
，其中十公頃已全面投入生產。茶園計
劃拓展亞洲市場業務，並於香港設立貿
易行。

曾蔭權訪紐推介香港

【本報訊】數碼通日前發生嚴重網絡故障，導致全港
多個地區通訊服務陷入癱瘓，受影響巿民逾百萬計。民建
聯十多名代表昨日到旺角數碼通一門市請願，強烈抗議他
們遇事不報，嚴重影響市民。數碼通昨日則再次就事件
「認衰」致歉，稱會就事件向通訊事務管理局提交報告，

亦會檢討突發事件的通報機制。
民建聯昨日去信數碼通在四月九日早上因機件故障，

令部分地區用戶使用通訊服務受阻，期間通報緩慢，市民
蒙在鼓裡，遲遲未能得知通訊受阻的原因、系統維修進度
，以及通訊服務何時可以恢復正常等。

民建聯對數碼通系統不穩，遇事不報，影響市民表示
強烈不滿，並要求數碼通公司：第一，對所有服務系統進
行全面檢討，找出不足之處，全力改善，提升服務穩定性
，避免同類事情再次發生。

第二，建立完善的事故通報機制，遇有事故，必須透
過傳媒及官方網站等公開渠道，通知市民事故細節及維修
進度，將事故對公眾的影響程度減至最低。

昨日有份到門市抗議的民建聯沙田區議員葛珮帆表示
，收到很多市民投訴，批評數碼通公司事發後未有主動聯
絡用戶，亦未有在公司網站作出公開解釋，訊息混亂，令
用戶無所適從，嚴重影響市民的正常生活。

自由黨促向客戶作賠償
自由黨亦對數碼通在故障發生後，一直未有對外通報

感到遺憾。該黨主席劉健儀已向數碼通發出投訴信，促請
數碼通向受影響客戶作出賠償、改善事故的通報機制，並
盡快交代事件始末，及承諾作出徹底改善和完善系統的保
養機制。

另外，管理局將會調查故障是否涉及人為疏忽。通訊
事務管理局助理總監劉光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已
責成數碼通於三日內提交報告。他指出，數碼通網絡系統
故障發生後，表面上看不到數碼通有根據通報機制行事，
批評數碼通交代的資料非常少，令管理局 「由頭到尾」都
不清楚事件。他們亦應考慮透過傳媒，向市民通報有關故
障事件。

數碼通昨日則再發表聲明，就星期一的網絡故障向用
戶致歉，但聲明沒有交代究竟是哪一個機樓出事，只是說
星期一上午八時左右，公司三座主機樓中其中一座所處的
大廈電力供應系統癱瘓，於是啟動後備發電機；但到大約
十時半，發電機又出現故障，電力中斷，多個地區及部分
九龍區的港鐵站流動通訊服務受到影響。服務於中午過後
陸續恢復。

民建聯抗議數碼通瞞報事故

▲國家宗教事務局一司副司長劉威（左三）、中國佛教協會秘書長王健（右
三）、香港佛教聯合會執行副會長釋寬運（左四）、大公報總經理盛一平
（右四）、大公報副總經理周延召（左一）、國家宗教事務局辦公室新聞處
處長弋楊（左二）、國家宗教事務局一司佛教處匡盛（右二）、深圳市宗教
文化研究會會長易道（右一）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曾蔭權（左二
）與新西蘭毛利
事務部長沙普爾
斯（右二）會面

▲ 周 一 嶽
（右二）及
四川省衛生
廳副廳長王
雪（中）檢
視綿陽市中
醫院

▲梁振英落區時，市民爭相握手 資料圖片

▲

張學明（右）
會後重申，反對
將一九七二年前
「集體官批地契
」 的村屋納入登
記計劃之內

▲民建聯十八區
支部將於本月內
初定出戰立法會
名單 資料圖片

▲民建聯強烈抗議數碼通遇事不報，嚴重影響市民

▲新地主席郭炳江及許仕仁昨早先後到廉署報到，現
場有大批記者門口等候採訪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