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人民政府決定，任命宋哲為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免去呂新華的外交部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職務。宋哲的同事形容宋哲 「思路開闊、溫文爾雅」 ，善將原則性
和靈活性結合，相信其出色能力定能勝任此職。 【本報記者孫志北京十二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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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祝賀宋哲任特派員
【本報訊】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的任命，行政長官辦公室昨日發出

聲明，聲明表示，行政長官曾蔭權祝賀宋哲獲任命為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一直支援特區政府加強對外關係，開拓商貿合
作發展空間。期望公署今後在宋哲領導下，繼續給予特區政府支持和協
助，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

聲明又指出，在二○○六至二○一二年，呂新華擔任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期間鼎力襄助和支援特區政府的對外事務及保護身處外國的港人
安全，行政長官謹代表特區政府和全體市民，表達至深謝意。

華商推高可靠性電郵系統
【本報訊】 「華商門戶網．電子郵票」昨日正式發布，

華商門戶網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夏萍指出，在 「華．郵」
系統的支持下，該電子郵票將能為高端用戶實現郵件 「必打
開」、 「必下載」和 「必函覆」的功能。

「華商門戶網．電子郵票」是一個建立在華商門戶網一
百零八萬位華商領袖數據庫的財富空間基礎上的系統。透過
該電子郵票，交易發起方到交易接收方將在 「華．郵」系統
的支持下，縝密達到私密、快捷、精準並確保每一封郵件送
到接收方後實現 「必打開」、 「必下載」和 「必函覆」功能
的體現。

「華商門戶網．電子郵票」提出了一種保障通信可靠性
的方法，包括：發行不同等級的電子郵票；以及使帶有所述
電子郵票的電子郵件獲得與所述電子郵票的等級對應的服務
，其中，所述電子郵件在經過自動檢測和加密之後被存儲在
郵件服務器上，所述電子郵件的接收方通過接收到的所述電
子郵件的唯一編碼和所述電子郵件所存儲的地址鏈接來訪問
所述電子郵件。

【本報訊】港鐵早前通過可加可減機制決定，加
票價百分之五點四，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昨日通過
無約束力動議，要求港鐵擱置加價，多個團體亦趁機
到立法會門外抗議，反對港鐵在巨額盈餘下仍繼續加
票價。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表示，已聘請顧問進
行檢討，研究改善港鐵可加可減機制。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港鐵加價
及票價調整機制，多名議員批評港鐵在錄得一百四十
七億元的巨額盈利下，仍然啟動可加可減機制，加票
價百分之五點四，並不合理。工聯會王國興要求政府
作為港鐵大股東，應運用權力，在董事局討論，擱置
加價。

民建聯劉江華表示，港鐵受政府政策幫助才發展
至今日，可賺取巨額盈利，要求港鐵是次加幅不可超
出機制訂出的百分之五點四，甚至不加價。工聯會葉
偉明指，政府在主張本港交通以鐵路為骨幹的同時，
令港鐵在受保護下賺取利潤， 「簡直係㩒住市民嘅荷
包嚟搶錢」，要求擱置加價，並推出月票優惠。民主
黨黃成智亦批評港鐵賺得越多，加得越多，是無良及
欺詐市民。議員在會上一致通過兩項無約束力動議，
要求港鐵擱置加價百分之五點四，並要求政府向港鐵
退回股息，以抵銷加價。

鄭汝樺表示，港鐵票價可加可減機制具有法律約

束力，亦獲港鐵股東會通過，需小心處理，不可貿然
放棄機制。可加可減機制在今年底將屆滿五年的檢討
期，當局已委託顧問公司研究票價可加可減機制，包
括可否引入新元素，反映港鐵利潤水平、服務表現、
市民負擔能力等。當局亦已促請港鐵顧及社會企業責
任，向乘客提供實質優惠。

港鐵行政總裁韋達誠表示，港鐵檢討持開放態度
，認為票價調整應公開透明、顧及市民負擔能力外，
亦能為港鐵提供足夠資源以渡過不同經濟周期。他指
，港鐵今日將會提出具吸引力及實質惠及乘客的乘車
優惠。

多團體到場抗議加價
此外，昨日會議上有議員提出，應就港鐵每次發

生事故作出懲罰，以及將港鐵的物業及商舖租賃收益
，計入票價調整機制計算。鄭汝樺則表示，若就港鐵
每次事故發生作出懲罰，會對前線員工造成壓力，做
法亦不公平，因會影響員工的應變速度及評估能力；
但可考慮將港鐵的物業及商舖租賃收益納入票價調整
機制計算。

昨日工聯會、西九動力和勞聯，約共四十人亦乘
昨天委員會會議討論港鐵加價，到立法會門外抗議港
鐵加價。工聯會代表批評，港鐵在巨額盈餘下仍然加
票價，只會令市民百上加斤，又指港鐵過去推出的乘
車優惠設下不少關卡，認為只有擱置加價才令市民真
正受惠。西九動力亦指，本港自○八年金融海嘯後，
通脹連年，樓價和租金不斷上升，令港鐵票價可加可
減變成 「有加無減」，要求當局盡快檢討機制。工聯
會亦將過去兩個星期收集到過萬個簽名交給港鐵。

據公開資料顯示，宋哲歷任中國駐歐盟使團團長、
特命全權大使，國務院辦公廳局長，外交部西歐司副司
長，外交部西歐司參贊等職。

與宋哲在國務院辦公廳共事過的一位同事評價說，
宋哲駕馭能力強，思路開闊，具全球視野；為人溫文爾
雅，極具親和力。他對宋哲被委任為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表示祝賀，相信他一定能勝任新職。

外交部的一位外交官對本報表示，宋哲是位出色的
資深外交官，他外交實踐中能將原則性和靈活性高超地
結合起來。在其擔任歐盟使團大使期間，中歐關係沿着
健康、穩定的軌道不斷前行，政治互信不斷加深，與他

的有力工作密不可分。

「宋大使是歐盟的好朋友」
宋哲最近一次在網絡的公開露面是二○一一年十二

月十五日，中國駐歐盟使團為宋哲大使舉行離任招待會
。在三百餘人出席的離任招待會上，歐盟對外行動署首
席運營官奧沙利文，代表出席招待會的歐方嘉賓致辭。
奧對宋大使的離任表示 「又難過又高興」， 「難過的是
一位好朋友即將要離開，高興的是宋大使在職業生涯上
將得到更好的發展」。

奧沙利文表示，宋大使是歐盟以及歐盟機構的好朋

友，宋大使在其就任中國駐歐盟使團團長期間，對推動
歐中關係向更深更廣的方向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當前
，中國已成為歐盟最大的貿易夥伴和主要出口市場之一
，歐中全面對話機制不斷加強，歐中經貿高層對話和歐
中高級別戰略對話順利啟動並不斷深化，人文交流取得
長足發展，並日益成為歐中關係的 「第三支柱」。這是
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宋大使還積極向中國人民解釋歐
盟機構組成、運作等情況，向歐洲民眾宣傳中國國情和
內外政策，促進歐中雙方加深相互了解。

宋哲：做人靠本分 做事靠本領
二○一一年六月，時任中國駐歐盟使團團長的宋哲

大使在 「中國外交論壇」與廣大網友在線聊天時，坦率
地回應網友各種尖銳問題。在回答中國外交 「軟」 「硬
」手段時，他指出，外交還不宜簡單地用 「強硬」或

「軟弱」來評判。外交的根本目的是維護國家利益。不
論是 「強硬」，還是 「軟弱」，都只是維護國家利益的
手段。對外既不能盲目示強，更不能意氣用事，否則就
可能會出現 「好心辦壞事」的局面。

宋哲也在聊天中透露：業餘時間不太多。如果有時
間，能讀讀書，打打球，我會非常珍惜。我希望通過閱
讀提高自己的理論修養，豐富自己的知識，通過適當的
體育鍛煉，增強體魄，以應對繁重的工作。

在線聊天正值「中歐青年交流年」期間，宋哲諄諄告
誡青年練成長 「兩項功夫」非常重要：一是本分，一是
本領。做人靠本分，做事靠本領。我還建議青年人要樂
於吃 「兩樣東西」：一是吃虧，一是吃苦。做人要不怕
吃虧，做事要不怕吃苦，最能成就人的，就是這 「兩樣
東西」。這或可視作宋哲的人生信條，也從另一個側面
反映出他的性格特點。

【本報訊】立法會討論獅子山隧道三級
火警事故，消防處指獅子山隧道的消防設備
已符合國際標準。運輸署稱，已就火警情況
制訂應變計劃，一旦遇上火警，署方會即時
發放消息，聯絡其他不同的交通機構，協助
疏導市民。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
上月獅子山隧道火警事故及全港隧道的防火
事宜。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表示，是
次火警發生在隧道地底，為罕有事故，絕少
在日間發生。會上多名議員關注隧道發生火

警，運輸署是否已有應變計劃，如何疏導市
民及交通，及目前在隧道內的防火設施是否
符合國際標準。

運輸署助理署長蘇祐安表示，當局就隧
道發生火警的情況，現已有一套應變計劃，
例如，將隧道長時間封閉；火警發生時，署
方又會即時聯絡不同公共交通機構，以疏導
受影響的市民，同時會即時發放交通消息，
通知市民及駕駛者，避免使用發生火警的隧
道。運輸署日後亦會加強監控隧道內的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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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封逾四萬年，世
上迄今最完整的長毛象
寶寶 Lyuba（柳芭），
昨日起於國際金融中心
商場展出，並且是亞洲
首次正式公開展出。民
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
俄羅斯聯邦駐港總領事館副總領事 Boris Rychilo 等，昨日為展
覽揭幕。借出Lyuba作是次展覽的俄羅斯謝曼諾夫斯基博物館館
長Sergey Grishin稱，今次展覽標誌着推動香港及俄羅斯文化交
流的重要一步，讓Lyuba在香港以至亞洲首次展出，甚具意義。
Lyuba 是俄羅斯文，取名自發現這長毛象遺骸的西伯利亞族人之
妻子，其中文意思為 「愛」。今次展覽期至下月十日。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十二日電】由廣
東省人民政府與澳門特區政府共同主辦的
「廣東澳門周」活動今天晚上在廣州拉開帷

幕，別具風情的旅遊文化資源展示，獨具特
色的文藝演出，以及色香味俱全的美食推廣
，將讓廣東市民進一步了解澳門，促進粵澳
兩地旅遊業更緊密合作。

「廣東澳門周」分別在廣州及江門舉行
，廣東省省長朱小丹、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崔世安出席了廣州的開幕儀式。活動期

間，多姿多彩的澳門景點模型、世遺圖片等
旅遊文化資源展示，富有特色的文藝表演和
地道的澳門特產，充分展現出澳門精彩、時
尚、多元的獨特魅力。

廣東省副省長招玉芳表示，粵澳之間遊
客往來不僅支撐了去年澳門酒店住客百分之
十一的增長，也助推了廣東旅遊總收入百分
之二十的增長，顯示出粵澳旅遊合作的強大生
命力和發展潛力。

冰封冰封44萬年長毛象萬年長毛象

立法會要求港鐵擱置加價
鄭汝樺：已聘顧問研究改善機制

廣東澳門周開幕 促旅遊發展

消防處：獅隧消防符合標準

為善最樂！領匯
連續第三年將折舊的
電腦翻新後贈予社企
，今次獲贈的機構為
香港復康力量社企，
獲捐贈一百台電腦軟
件連屏幕。領匯資訊科技部主管胡達明指，希望善用資源，將電
腦惠及殘疾及復康人士，讓他們經培訓後能重新投入工作，而香
港復康力量企業經理馮光亦指，是次獲贈的電腦可作為社企的復
勤支援工作，及轉贈有需要的人。

◀時任中國駐
歐盟使團團長
的宋哲大使，
在國慶招待會
上發表講話時
舉杯

▶時任中國駐
歐盟使團團長
的宋哲（右）
大使，在布魯
塞爾會見歐洲
理事會主席范
龍佩

▲工聯會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左二）遞
交公眾簽名，反對港鐵大幅加價

唐國隆獲選醫局傑出員工
【本報訊】醫管局自一九九三年起每年都舉辦 「傑出員

工及團隊獎」以嘉許具卓越成就的員工，今年是醫管局第十
九屆舉辦傑出員工及團隊獎。瑪嘉烈醫院腎病專科醫生、內
科及老人科部部門主任主管唐國隆在提名的五十九人中脫穎
而出，獲得傑出員工的殊榮。他感言，做醫生幫人是因為可
以得到一種強烈的滿足感，但是也希望病人以及家屬給予醫
護人員以信任，這樣才能給醫護人員勇氣。

唐國隆笑言，自己得獎的原因是因為自己的人緣好，也
花了很多心機在內科，同事不會罵他，自己只比同事多做了
少少嘢，所以被選為傑出員工。

領匯捐贈電腦領匯捐贈電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