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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腦通訊節」 將於八月二十四
日起，一連四天在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會
展今年 「趕絕」 排隊黨，參展商憂慮生意
難做，而近年數碼產品種類減少，今年電
腦節攤位大減兩成，主辦的香港電腦商會
料生意額將下跌，但預期人流不受影響。

本報記者 虢 書

產品種類減少 售價越來越低

粵港八達通紀念票下周推

電腦節料旺丁不旺財
【本報訊】就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規劃及工程，發展局

局長林鄭月娥表示，模式經過公眾諮詢後，政府決定以公帑
收地，排除公私營合作模式帶來有關利益輸送的聯想。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討論有關新界東
北新發展區的規劃及工程，以及建議發展大綱圖和第三階段
諮詢事情。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決定以 「傳統新市鎮」模式
，即以公帑收地，發展新界東北新發展區。

林鄭月娥說， 「這是兩難的工作，收地有司法挑戰風險
，但若直接與私人發展商合作的話，亦有政治風險。」由於
當局在諮詢期間，接收到社會不少意見，當市民聽到公私營
合作時，便聯想到利益輸送，尤其有兩至三個發展商已在區
內建立土地儲備庫，故當局決定發展工程不以 「公私營合作
」模式發展。

不過，林鄭月娥補充說，如果能加快復建居屋，公眾沒
有官商勾結的觀感，而議員又支持，她願意再探討，但強調
公眾對公私營合作有疑慮。與會的鄉議局副主席、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張學明指，鄉事派期望政府也能先諮詢他們的意見
，再制訂發展計劃。而地產建造界立法會議員石禮謙則表示
，不能因為讓人有官商勾結觀感便不做，業界人士在區內是
合法收地的。

發展局建議，佔地七百八十七公頃的新界東北發展區，
增加地積比率後，可增建八千個單位，供應五萬三千多個新
住宅。林鄭月娥表示，汲取天水圍經驗，區內公屋比例訂於
百分之四十三，亦會在區內提供五萬二千個新增職位。

公帑收地拓新界東北
林鄭：避免利益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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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統計處昨發表今年三月工資及薪金統計數字
，三月平均工資較去年同期升百分之八，升幅介乎百分之四
點二至百分之十三點五。實質工資方面，平均升百分之三點
六。另一方面，九巴及龍運巴士的全體員工今年可獲加薪百
分之五，最低加薪額為五百元，日薪員工可獲一元增薪點，
工程部、稽查部和站長等工程員工，年終獎金調升至二千七
百元至三千元。

此外，統計處亦發表首季薪金數字統計，在第一季，製
造業、污水處理、廢棄物管理及污染防治活動業、零售業、
住宿及膳食行業、資訊及通訊業、金融及保險業、地產行業
、專業及商業、社會及個人服務業，錄得百分之零點六至百
分之九點九的按年升幅。但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運輸、倉
庫、郵政及速遞業，錄得百分之一點九至百分之十的按年跌
幅，平均跌幅為百分之五。

九巴龍運員工獲加薪5%

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昨日推出香港首本藍皮書──
《香港發展報告2012：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專輯》，回顧
與分析香港回歸十五年來的經濟、社會及政治發展，如落實
「一國兩制」，住房問題及外圍經濟衝擊等。浸大校董會主

席王英偉稱，希望藍皮書成為香港代表性刊物。藍皮書系列
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權威年度發展
報告系列，包括世界主要大國，世界核心問題，中國主要行
業及經濟、社會、文化等的發展。

浸大出版《香港發展報告》

【本報訊】粵港兩地通行的 「八達通．嶺南
通」聯名卡，將於下周一在香港及廣東省各推出
三千套限量版紀念套票，下月十八日在本港推出
約一萬套銷售版套票。聯名卡雖然兩地通用，但
若要增值，港幣需於香港增值，人民幣需於內地
增值，八達通行政總裁張耀堂表示，採取 「先易
後難」方針，故此不設自動增值服務。

下月18日推銷售版
八達通公司昨日宣布推出首張粵港兩地通行

的 「八達通．嶺南通」聯名卡，結合八達通及嶺
南通功能，七月二日於香港及廣東省同步發售，
方便粵港居民在兩地用於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並
在接受聯名卡付款服務的商戶購物消費。聯名卡
將於香港及廣東省兩地分別推出限量版紀念套票
，於港鐵廿六個指定車站的客務中心公開發售，
每人限購兩套，本港售價為港幣二百九十八元，

廣東省則售人民幣二百三十八元。
「八達通．嶺南通」的銷售版將於下月十八

日推出，本港售價港幣九十八元，廣東省的每套
售價為為人民幣八十元。聯名卡內設兩個戶口，
分別是港幣和人民幣，但兩種貨幣不會互通，並
需分別在香港及內地增值，而且不設兒童及長者
卡。

不設自動增值服務
八達通行政總裁張耀堂指，現時採取 「先易

後難」方針，故聯名卡不設自動增值服務，亦未
有分設小童或長者卡，全部以不記名卡運作，若
退卡或損毀，需分別向八達通及嶺南通註銷戶口
或申請更換。聯名卡可在廣東省大部分地區，包
括廣州、肇慶、江門、佛山及惠州等地使用，但
深圳暫未能使用，張耀堂稱已和深圳方面商討，
但目前未有結果。

【本報訊】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山頂住宅，被
指佔用公用泳池、花園及部分通道等設施，梁振英委
託律師昨日發表聲明，指查閱大廈公契後，發現被指
公用地方的設施由發展商擁有，並在二○○○年轉讓
給梁振英，梁振英全權擁有這些設施。屋宇署亦表示
，到梁振英大宅實地視察後，確認沒有僭建工人房。

梁振英委任律師岑文偉發表聲明，指根據貝璐四
號的大廈公契及管理協議，保留地方界定為包括公用
花園、泳池、平台及部分通往四號和五號屋頂通道等

地方，只有發展商巧盛發展有限公司才有權利獨佔使
用保留地方。

公共地方界定為包括該土地與該屋苑內那些劃為
該屋苑共同使用及享用地方或部分，並且沒有在大廈
公契中，或以其他方法送給或予留給個別屋的業主。
公共地方包括部分界牆、護土牆、通道、坡道、人行
道、垃圾收集地方、花槽及看更亭。

巧盛已在二○○○年將四號屋、五號屋及公用泳
池、花園及通道等保留地方轉讓給梁振英的公司，梁

振英有權獨佔這些設施，他並沒有霸佔公用地方。
屋宇署昨日表示，屋宇署人員於本周二到梁振英

大宅四號屋地下低層視察，並無發現傳媒報道的僭建
工人房或其他僭建物，該署會繼續與業主委任的認可
人士跟進僭建問題。

屋宇署署長區載佳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
表示，政府對僭建物執法一視同仁。若有資料顯示發
展商建屋時已進行僭建，而沒有在標準圖則顯示，屋
宇署才會刑事調查。他稱署方於本月二十日收到舉報
，翌日傳媒報道，即時派員到場視察，發現傳媒查詢
的僭建物已被拆除。本月二十二日傳媒再有報道，屋
宇署再派人視察，發現四號及五號屋有僭建物，業主
主動安排清拆，因此無發出清拆令，但有發出勸喻信。

屋宇署：梁宅無僭建工人房

【本報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離任
前夕，對新一屆局長處理自願醫療保障計劃滿
有信心，不擔心 「搞唔成」，認為應給予下屆
政府多些空間。退休生活即將展開，他會先接
受左膝手術，再到英國倫敦觀看殘奧運動會比
賽，坦言未必趕及九月立法會選舉投票。

特區政府公布新班子前，執掌食物及衛生局已八年
的周一嶽早已表明不會留任。他昨與傳媒茶敘時表示，
較早前已向 「接棒」的候任局長高永文簡介局方工作，
冀能做到 「無縫交接」。雖然任內推行自願醫保計劃時
引起極大回響，但他不擔心高永文處理不來，並謂要給
予下屆政府空間。

卸任在即，周一嶽表示，七月一日回歸當日仍會出
席升旗儀式和就職禮。由於左膝已過度勞損，所以退休
後會先進行手術，休息一下再到英國旅行和探親。由於
他本身為殘奧會成員，他亦將於八月底到倫敦觀看殘奧
比賽，或因此未能趕及九月立法會選舉投票。

周一嶽早前在籌款節目演繹一曲《忘不了你》後熱
爆全城，昨在記者多番要求下再次獻唱，隨後又與政治
助理陳智遠合唱歌手林子祥的《誰能明白我》，並憶述
當年加入政府工作接受電台訪問時也曾點播該曲。熱愛
唱歌的周一嶽，昨日獲記者送贈一幀他唱歌的畫像和
「良心局長」字畫，他又透露同事們亦送了一枝鑽石咪

給他作為歡送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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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達通公司昨日宣布推出首張粵港兩地通行的 「八達
通．嶺南通」 聯名卡

電腦商會主席余華強表示，因會展擔心排隊黨造
成滋擾，今年會場內或不會有限量品出售，以往電腦
節的一元特價產品，可能會採取網上預售的方式。他
說，會展今年向商會收取了三十萬元的履行合約保證
金，每個參展商繳交約七千元，一旦參展商出現違規
情況，如貨品擺放超出範圍或推廣活動引起通道阻塞
等，保證金將會被沒收。 「參展商都擔心生意受影響
，參展意欲減低，驚被會展罰錢。」

會展 「趕絕」 排隊黨
余華強又說，今年的展位僅六百個，較上屆減少

兩成，更比高峰期的九百個減少三分之一。他否認是
受歐債危機導致的環球經濟不景拖累，而是現在電腦
產業正在轉變，以往有桌上型電腦、手提電腦，現在
轉為平板電腦、智能電話，產品種類越來越少。而現
在數碼產品售價越來越低，預料今年電腦節生意額下
降，但人流不受影響。

電腦節將發售多款最新科技產品，包括超薄桌上
型電腦、手提電腦等，及全球首個使用高清強化玻璃

製造的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屏幕保護貼，硬度達到
9H，可防止硬物碰撞刮花及煙蒂燙壞。

「腦場電腦節」 打對台
另外， 「腦場電腦節」將繼續 「打對台」，將於

八月十五日開幕，一連舉辦十三日，是最長的一次，
主辦的香港電腦業協會常務副主席呂健忠指，增長時

間是希望疏散人流及提供更多優惠，屆時每天將推出
四百份限量優惠 「人龍貨」，預料主打砌機配件，
「線上遊戲Diablo對電腦配置要求高，帶動砌機舖生

意多咗一倍」。他又說，電腦供應商確保兩邊電腦節
的產品售價一致，已成功為腦場商戶搶回生意， 「而
家會展嗰邊都好少大電腦參展商，佢地而家要賣埋家
用電器，我地已經算成功，最終希望佢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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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1.5注中，每注派5,333,330元
二獎：0.5注中，每注派1,288,840元
三獎：84注中，每注派40,910元
多寶獎金：644,420元

【本報訊】天文台昨晚 9 時 40 分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一
號戒備信號，表示有一熱帶氣旋約在香港800公里內可能影
響本港。

在昨晚10時，熱帶風暴杜蘇芮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東
約 750 公里，即在北緯 20.0 度，東經 121.0 度附近，預料向
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5公里，進入南海。按照現時預測
路徑，杜蘇芮會靠近華南沿岸。本港今日稍後天氣將轉壞，
明日將有狂風驟雨，風勢增強。周日雨勢逐漸減弱。由於杜
蘇芮與香港仍保持一段距離，今日早上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
號的機會不大。

【本報訊】立法會的委員會昨日討論特首外訪
開支事件，特首辦主任梁卓偉表示，接納審計署報
告的建議，特首辦正撰寫報告，七月一日前交給候
任特首辦，以便新政府盡快落實指引。

立法會工商及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聯
席會議，討論有關行政長官外訪開支。議員李華明
質疑，特首私人秘書的權力過大，為特首酒店住宿
作出決定時，考慮因素竟沒有 「審慎使用公帑」。

梁卓偉回應稱，有關審批機制沿自前港英年代
的港督外訪安排，他接納審計署建議將最終審批權
升格，交予財務上作監督的常任秘書長，但強調不
管由特首辦那一個層級審批，特首辦主任責無旁貸

。至於以信用卡支付外訪開支問題，他稱已交由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研究，是否應以公司信用卡付款。
他稱已草擬新指引，在聽取議員意見後將會定稿，
今日交予候任特首辦公室，盡快落實。

對於有議員批評他在特首外訪問題上狡辯，質
疑當局安排特首入住酒店時， 「有錢就使到盡」，
沒有遵從適度保守的原則。梁卓偉回應稱，自己的
任期只剩下兩天十二小時，他接受別人批評其過去
四年的工作做得不好，但不接受議員質疑他的誠信
，強調特首辦一直盡忠職守，他亦在審計署發表報
告後，就住宿安排問題承擔責任。他認為自己無狡
辯，亦無誠信問題。

【本報訊】香港演藝學院昨天在第 26 屆畢業禮中舉行
榮譽博士及榮譽院士頒授儀式，粵劇推動者周振基獲頒授榮
譽博士學位；五位獲頒授榮譽院士的人士，包括健力士世界
紀錄中最長壽的唱片騎師郭利民（Uncle Ray）、國家一級
演員胡芝風、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梁國城、演藝學院友誼社
聯主席愛麗信，及演藝學院前任校董會成員龐俊怡。政務司
司長林瑞麟主禮。

◀ 「香港電腦
通訊節」 將有
多款新科技產
品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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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暴襲港 明狂風驟雨

特首外訪開支報告將完成

周振基獲頒榮譽博士學位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十八日電】中國國防部
新聞發言人、新聞事務局局長耿雁生大校在北京
舉行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
首次證實，根據香港防務需求以及解放軍武器裝備
發展情況，056 型護衛艦已經列入駐港部隊換裝計
劃。

2010年11月初，駐港部隊向港大贈送了一艘標
記為 「056」的輕型護衛艦模型，令該型艦首次曝光
。英國《簡氏防務周刊》網站本月初專門針對 056
型護衛艦發表文章。報道稱，首艘 056 型護衛艦於
今年5月23日下水，6月3日上午9時，第二艘056
型護衛艦在廣州黃埔造船廠下水，並推測同時至少
還有4艘在建造中。

056型輕型的出口型長89米，滿載排水量1300
噸，最高航速 25 節，以 18 節的速度可在 2000 英里
範圍內活動，艦上人員60人。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人
士認為，056 型艦火力適中，強於其在南海的大多
數對手，並適合組成小型艦隊。

056 型艦被外界視為中國第一種近海巡邏護衛
艦。艦上武器裝備包括一套8聯裝的新型FL3000艦

空導彈發射裝置、一門76毫米主炮、兩門內置光電
感應器的30毫米遙控艦炮。桅杆後將安裝兩台艦對
地導彈發射器。分析人士稱，056 型護衛艦的建造
標誌着中國海軍作戰體系的全面更新和提升，整體
作戰能力也邁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耿雁生在談到回歸15年來，駐港部隊為維護香
港繁榮穩定所發揮的作用時指出，駐軍是維護香港
繁榮穩定的基本軍事力量，擔負着防衛作戰、宣示
主權、協助特區政府維護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等多
樣化任務。

他表示，15年來，駐軍始終把戰備訓練擺在中
心位置，開展海空巡邏執勤，組織和參與諸軍兵種
聯合演練，圓滿完成了聯合搜救、協同反恐等聯合
訓練科目，為保衛香港的和平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駐港部隊堅持依法駐軍、依法治軍，在戰備訓練
、部隊輪換和日常工作中嚴格遵守駐軍法和香港的
法律法規。駐軍踴躍參加植樹、無償獻血等社會公
益活動，數十次組織營區開放，舉行青少年軍事夏
令營，參加慰老愛幼活動，增進了香港同胞與駐軍
之間的相互交流。

056型護衛艦將駐港

最高 33 ℃
最低 28 ℃

間中狂風雷暴

澳 門
廣 州
北 京
天 津
濟 南
南 京
上 海
杭 州
福 州
海 口
台 北
首 爾
東 京

中國西部主要城市天氣預測

重 慶
成 都
西 安
昆 明
拉 薩
貴 陽

預測
驟雨
多雲
多雲
有雨
有雨
驟雨
多雲
多雲
驟雨
雷暴
有雨
多雲
有雨

預測
驟雨
驟雨
有雨
驟雨
多雲
多雲

最低
27
25
20
19
21
23
24
25
26
26
26
23
19

最低
25
21
21
17
15
20

最高
34
35
27
26
25
31
33
33
32
33
32
31
22

最高
30
28
26
26
26
26

馬尼拉
曼 谷
新加坡
悉 尼
墨爾本
洛杉磯
三藩市
紐 約
溫哥華
多倫多
倫 敦
巴 黎

法蘭克福

蘭 州
西 寧

烏魯木齊
銀 川

呼和浩特
南 寧

預測
毛毛雨
雷暴
雷暴
驟雨
驟雨
天晴
天晴
天晴
多雲
多雲
天晴
冰雹
多雲

預測
多雲
驟雨
多雲
多雲
天晴
驟雨

最低
26
27
26
10
10
16
12
18
12
16
15
20
16

最低
16
12
24
19
15
26

最高
29
34
32
20
14
27
22
32
20
32
28
30
28

最高
25
22
32
29
27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