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通過動議，邀請行政長官曾蔭
權出席特別答問大會，解釋他在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早前因涉嫌
貪污被廉署拘捕一案中的角色，若曾蔭權不答應出席，立法會將
要求他在餘下兩次答問大會上解畫。

立會促就許仕仁涉貪案解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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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貼滿地產廣告的店舖前，一對小情
侶漫不經心地走過，背對着密密麻麻的電話
號碼，不知是否有勇氣撥打其中一個。緊握
雙手的熱度是溫存，樓市不斷升溫，房價的
熱度卻是不敢觸碰，想租必是提心吊膽，欲
買只得望而卻步。

擁有屬於自己的安穩小窩對於太多年輕
人來說已成奢望，只可自我寬慰地在心中構
建一個家的概念，一個臆想的庇護所。

本報記者 黃洋港（圖）
汪澄澄（文）

【本報記者孫志北京十三日電】
中央政府日前決定，前駐歐盟使團大
使宋哲接替呂新華出任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特派員。

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在回答本報
書面提問時指出，駐港公署會繼續做
好涉港外交工作，為香港保持繁榮穩
定做出新的貢獻。

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強調，香港
回歸以來，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
認真貫徹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針，嚴格按照香港特

區基本法辦事，積極開展涉港外交工
作，支持香港開展對外交往，全力保
護海外香港同胞合法權益，為維護香
港繁榮穩定做出了積極貢獻。

發言人辦公室表示，呂新華特派
員在香港工作了六年時間，做了大量
工作，得到香港社會好評，現已任滿
回京。

中央決定由前駐歐盟大使宋哲接
任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
駐港公署會繼續做好涉港外交工作，
為香港保持繁榮穩定做出新的貢獻。

李國寶山頂大宅疑僭建
【本報訊】東亞銀行主席兼

立法會議員李國寶（圖）位於山
頂的大宅涉嫌僭建，不過李國寶
指對大宅的設計不知情，若單位
存在僭建物的話，會立即把它移
除。而屋宇署則表示，未收到任
何投訴，不過會跟進了解。

李國寶位於山頂白加道二十
七號頂層複式連天台的單位，除在
天台外圍搭建竹棚外，還有搭建物及太陽能板，懷疑是僭建
物。李國寶在回應有關查詢時表示，白加道的大宅於數年前
購入，未入伙，現時仍在裝修，他對大宅的裝修設計完全不
知情，且有關物業並非其住所，沒有其他資料可作補充。他
又說： 「不是我找人回來裝修的，不過若單位有僭建結構的
話，我會請人把僭建物移除。」

就有關事件，屋宇署表示，未收過任何投訴，不過署方
正在跟進了解，稍後會派人到現場視察。李國寶在○八年底
，以一億零六百萬港元購入有關單位。有傳媒翻查屋宇署圖
片，稱當年天台並無搭建物；期後，李國寶向屋宇署申請在
單位內加建升降機，直至前年，新的圖片顯示天台出現搭建
物，面積相當於天台的一半。

提出動議的旅遊界立法會議員謝
偉俊認為，許仕仁曾經是曾蔭權的副
手，兩人關係密切，有需要了解曾蔭
權當時是否知情，以及有否包庇對方
或阻延調查進度。謝偉俊建議，立法
會致函曾蔭權要求回覆，並在答問大
會上作出回應，並根據立法會權力及
特權條例，委任專責委員會跟進事件
，包括討論是否需要檢討現行高薪養
廉的政策。

有議員反對立會插手
對於謝偉俊的動議，議員有不同

意見，有議員認為，廉署正調查有關
案件，立法會現階段不適宜介入，擔
心會影響案件的調查工作。民建聯葉
國謙表明反對動議，認為曾蔭權在答
問會回答事件較為合適。工聯會潘佩
璆亦認為，立法會應該待廉署完成調
查後才跟進事件，以免影響廉署工作

。而專業會議的梁美芬則贊成舉行特
別答問大會，但她指出，立法會不應
與廉署做相同的工作，案件的細節應
交由廉署處理，立法會從品格審查、
申報機制等方面入手更為合適。

內務委員會最終同意邀請曾蔭權
出席特別答問會，解釋他在許仕仁所
涉案件中的角色，並回應有關行政長
官品格審查等機制的相關問題，若曾
蔭權不答應出席，立法會將會要求他
在任期內餘下的兩次答問大會上解
畫。

而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則表示，
正和行政署商討曾蔭權出席答問會的
時間，預料可以安排五月上旬進行。

此外，公民黨陳淑莊將於下周三
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曾蔭權接受富豪
款待事件，提出對特首投不信任票的
無約束力議案。

【本報訊】正在外訪的行政長官
曾蔭權在完成了新西蘭訪問行程後，
於昨日（聖地亞哥時間十二日）到達
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展開南美訪問首
站行程。曾蔭權向當地推廣香港的優
勢，並鼓勵智利的資源界別考慮來港
上市。

展開南美訪問行程
曾蔭權抵達後，分別與智利財政

部長費利佩．拉臘因和副經濟部長
Tomás Flores 會晤，就兩地的最新發
展交換意見。

曾蔭權亦向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經濟委員會發表演說，闡述香港
在中國內地發展擔當的角色。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共有四十四個
成員國，旨在促進拉丁美洲的經濟發

展與協調相關行動，加強區內各國相
互之間及與全球的經濟聯繫。

曾蔭權表示，香港與內地互為彼
此最大的外來投資者由來已久，近期
兩地關係最重要的發展，是香港在人
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
指出，隨着人民幣貿易結算計劃範圍
擴大至全中國，全球各地包括拉丁美
洲的企業，首次可以使用人民幣在各
省辦理貿易結算。單是去年，香港銀
行業便處理了一點九萬億人民幣的貿
易結算交易，佔全球人民幣貿易結算
額約九成二。曾蔭權說： 「離岸人民
幣業務發展並不限於香港進行。我
們鼓勵其他地區的金融機構運用香
港這個平台，發展人民幣金融投資業
務。」

其後，曾蔭權又在渣打銀行智利

分行舉辦的晚宴上致辭，向聖地亞哥
商界推廣香港的優勢以及作為中國的
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鼓勵智利的資
源界別考慮來港上市。他說，在首次
公開招股集資額方面，香港在過去三
年均屬全球第一。中國是全球主要的
礦產品用家，而智利則是主要的出口
國。這個組合前景亮麗。

未來兩日，曾蔭權將會見智利副
總統羅德里戈．因茲彼得、央行行長
Rodrigo Vergara 及該國國會領袖。他
亦會繼續與當地商界領袖見面，並於
聖地亞哥時間四月十五日轉到巴西訪
問。

在二零零一年，智利是香港在拉
丁美洲區的第四大貿易夥伴，並且是
香港全球第四十三大貿易夥伴。兩地
的雙邊貿易額在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

一年間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十二點四
。去年，智利及中國內地經香港轉運
的貨物總值六十一點三億港元。

謝偉俊下周提動議
促解除梁國雄職務

【本報訊】旅遊界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將於下周立法會，
動議解除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的職務。另外，立法會也
會於當日恢復辯論譴責被指因為求愛不遂，而解僱女助理的
民主黨議員甘乃威。

下次立法會會議將於周三舉行，就梁國雄因去年率領一
批示威者衝擊遞補立法會議席空缺論壇，被裁定刑事毀壞及
擾亂公眾秩序等罪名，判監兩個月。因此，謝偉俊上個月在
內務委員會上曾提出，由委員會主席在大會上啟動罷免程序
。不過，動議在反對派議員一同 「護短」的情況下被否決。
故此，謝偉俊將於下周三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再提出相關
動議，討論解除梁國雄的議員職務。

根據《基本法》規定，凡因犯上刑事罪，而被判監一個
月以上的議員，在經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通過罷免程序後，
便會喪失其議席。另外，自由黨主席劉健儀亦會於當日動議
，恢復辯論譴責涉及因求愛不遂而解僱女助理的甘乃威。

蔡教授抄橋論好幼稚

宇文劍

樓市熾熱望而卻步

外交部：駐港公署續做好涉港外交

特首籲智利資源企業來港上市

特首被邀出席特別答問會

明明氣氛和諧得很，有些人卻總要想盡辦法破壞
。最近搞破壞的是一名蔡姓教授。宇文劍不罵不快，
以免搞破壞者習慣成自然，教壞細路；以免海內外有
識之士以為 「香港的教授 『都』那麼幼稚」。

候任特首梁振英話 「今後再無梁營唐營之分，只
有香港營」。這是回答記者 「梁先生組班會否找唐營
中人」的問題。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盛讚此言，
漢語中 「營」 「贏」同音，就是說香港會贏。此言一
出，坐在王主任旁邊的工聯會主席鄭耀棠即發出歡笑
聲。大家和諧團結開開心心不好嗎？這名所謂 「一向
對政治演說有研究」的蔡教授卻猛潑冷水。他認為梁
此言 「抄」自美國總統奧巴馬於○四年在民主黨全國
代表大會上的致辭，後者說 「這裡不是自由主義的美
國及保守主義的美國，而只有美國。這裡不存在黑人

的美國和白人的美國，拉丁族裔的美國和亞洲人的美
國，而只有美國。」

教授此言差矣。中國清朝有 「滿蒙一體」 「滿漢
一家」的政策，就是想全國大團結大和諧。中國人早
就有 「穩定才能發展」的思想，蔡教授以為這理念是
源自美國的嗎？

像蔡教授這樣的反對派中人，滿腦子 「唯洋人才
是對的」歪想，恨不得香港和中國內地全盤西化。

就算梁振英此說確 「抄」自奧巴馬的演說又如何
？洋為中用並沒有錯，人家好的我們就應學習，不好
的不符合國情港情的我們萬不能照搬。

蔡教授以為此言可給人家 「教授好有學問」 「一
下子被教授識破」的印象，其實幼稚到極，就像八卦
師奶看電視肥皂劇，不時愛批評人家 「唓！抄橋之嘛
！」一樣。這位教授如此雞蛋裡挑骨頭，批評一些
無關宏旨的東西，更重要的關於 「香港營」 「大
和諧大團結攸關全港市民利益」的深層意義
卻毫不關心。此言不僅甚差，此種態度
也甚差！

外匯基金境外資產增50億
【本報訊】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昨日公布外匯基

金在二○一二年三月底的主要分析帳目，三月份外匯基金境
外資產增加50億港元。截至三月底，外匯基金的境外資產
為22,451億港元。貨幣基礎為10,858億港元，包括負債證明
書、政府發行的流通紙幣及硬幣、總結餘，以及已發行外匯
基金票據及債券。外匯基金對香港私營部門的債權總額為
1,231 億港元。對外負債總額為 2 億港元，為須支付予外匯
基金外聘基金經理的費用。

【本報訊】二○一二年立法會選
舉將於九月九日舉行，根據選舉事務
處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今年立法會
選舉的中央點票站將設在亞洲博覽館
，而新增的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
，即俗稱的 「超級區議會」議席擬集
中在中央點票站點票。

選舉當日選舉事務處擬在全港設
立約五百六十個一般投票站。除一般
投票站外，會在懲教署院設二十二個
專用投票站，供被懲教署囚禁或還押
的登記選民投票，並在港九和新界各
一間警署設立專用投票站，供於投票
當日被還押或居留的選民投票。

選舉事務處預料大部分的地方選
區會登記成為區議會（第二）功能界
別的選民，如地方選區及區議會（第
二）功能界別的候選人名單採用相同
的號碼排序（即由1開始，接着是2，
3，4 等），可能對他們投票時造成不
便。為避免誤會，建議為區議會（第
二）功能界別的候選人名單訂定一套
新的號碼排序方式。候選人名單的號
碼會由 101 開始，接着是 102，103，
104等。地方選區的點票工作將由個別
投票站負責，而所有功能界別，包括
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都將集中於
中央點票站進行點票。

【本報訊】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
會將於下周討論，是否撥款一百五十
億元興建焚化爐。然而社會對興建焚
化爐卻存在不少疑慮，環境局局長邱
騰華強調，香港不能單靠堆填區處理
所有垃圾，社會有急切需要興建焚化
爐，他亦將會盡力游說議員支持興建
垃圾焚化爐。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公眾諮詢結
束，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昨日出席電台
節目時表示，諮詢中收到一半意見支
持以收費減少垃圾量，較預期多市民
支持建議。他指，如何處理垃圾是市
民共同關心的議題，處理廢物更是

「三足而立」，即減廢回收、堆填及
焚化等現代化方式。

邱騰華表示，稍後會到立法會申
請撥款，以現代化方式及設施處理垃
圾。他表示，興建焚化爐已討論多年
，亦為現屆政府有責任完成的事，
「是否遲早要建（焚化爐），其實是

一個數字問題，有些人時常擔心會否
建了焚化爐就等如以後把這個成為唯
一的方式，答案一定不是。」他明白
社會對焚化爐的憂慮，但希望市民明
白，興建焚化爐並非唯一處理垃圾方
式，當局會確保焚化爐選址對居民影
響最少。

劉皇發促特赦新界僭建劉皇發促特赦新界僭建
【本報訊】鄉議局主席劉皇

發（圖）昨出席十八鄉鄉事委員
會天后寶誕巡遊時表示，贊成特
赦處理無即時危險的僭建物，認
為政府如能容忍，解決市民居住
困境，是有領導胸襟的表現，亦
能實現社會大團結： 「（僭建村

屋）沒有即時危險的話應該要容忍
，讓它存在，如果有即時危險當然不行

，危害到安全便需要清理，我覺得如果使社會能夠大和諧、
大團結的話，我覺得如果是特赦是可取的。」

劉皇發指，港島和九龍區亦有很多天台僭建未拆卸，不
應只針對新界，否則導致城鄉矛盾： 「香港九龍都有很多天
台屋未拆啦，不應製造城鄉矛盾。」他認為，當局不應以
「法理情」處理，而應以 「情理法」處理，若強行拆卸新界

僭建，會造成很大衝擊，更可能導致流血衝突： 「新界人流
血就唔係幾好啦……（以前新界人抗爭時）死過幾百人，新
界人有好多犧牲。新界人好團結，但你損害人身家性命財產
（指清拆僭建），怎樣大和解？」

元朗十八鄉鄉委會主席梁福元表示，會繼續與當局磋商
僭建物登記問題，而部分已收清拆令的村民，會安排約見鄉
議局律師，商討應對行動，不排除會考慮司法覆核。他稍後
將聯同其他新界鄉村，舉行申訴大會，估計會有過萬人出席。

立會下周研撥款建焚化爐 立會選舉中央點票站設亞博館

▼曾蔭權在聖
地亞哥與智利
財政部長費利
佩．拉臘因會
面。雙方同意
盡快簽訂自由
貿易協議

◀立會內會通
過動議邀請特
首出席特別答
問會，就許仕
仁涉貪案作解
畫 資料圖片

◀外交部指
出，駐港公
署（圖）會
繼續做好涉
港外交工作
，為香港保
持繁榮穩定
做出新的貢
獻

資料圖片

領匯提前終止具爭議推廣
【本報訊】領匯發表聲明指，有鑑於「尋味時光」活動一

直以來引發了傳媒討論，在聆聽各方意見後，決定提前終止
有關市場推廣活動，並即時關閉社交網站專頁以及收回活動
有關宣傳物品。領匯又表示，為方便正在收集印花的顧客，
限定版餐具換領活動會繼續至原定的本月三十日換領限期。

「尋味時光」推廣活動為領匯一項透過讓港人尋找喜愛
「集體回憶」及本土文化價值，而向公眾推介領匯旗下商場

及各區懷舊美食，以協助促進商場客流的活動，活動曾介紹
樂富廣場聯合興食館及黃大仙竹園廣場樂園冰室飯店等有特
色的 「老店」。不過，自領匯推出有關活動後，便一直受網
民批評，更有網民稱領匯屢次迫走小商戶，有關活動是 「貓
哭老鼠假慈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