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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油麻地戲院完成第一期活化工程
後將於明日開幕，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表示，
第二期活化擴建工程的顧問工作已於三月展開，
現階段正進行初步設計，而整個第二期計劃耗時
五十七個月，是因為局方需根據一連串既定程序
推進工作。

曾德成在昨日的網上專欄 「局長隨筆」，以
「如何理解香港速度？」為題撰文。他稱近日落

區聽到一句刺痛的說話，有區議員說爭取興建一
項地區設施已經多年，但 「要政府成事得花十年
」。他稱香港效率包括速度與成效，一直是大家
引以為榮，但近年政府推動建設項目往往很花時
間。

他以油麻地戲院為實例，第一期翻修工程已
經完成，第二期工程即是搬遷旁邊的垃圾站和露
宿者庇護中心，以騰出地方擴建，就需時五十七
個月，遭區議員和粵劇界質疑太慢。他說經了解
後得知，當局於去年初已就垃圾站和露宿者庇護
中心在巧翔街覓到新選址，建築署去年六月完成
工程可行性研究，七月取得發展局審批。

民政事務局已於今年三月展開工程顧問工作
，現正進行初步設計，預計本月底就新址初步概
念設計諮詢油尖旺區議會社區建設委員會，如獲
支持，再深化設計，然後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及財務委員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待獲得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批准撥款，才就工程合約招標，繼而展
開建造工程。

他稱新的露宿者庇護中心和垃圾收集站，由
地基至上蓋工期需約十九個月。食物環境衛生署
及社會福利署接收新建築物及將舊有設施遷往新
址約需兩個月，連同拆卸原址建築物約需十個月
計算，施工期約為三十一個月。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行政長官梁
振英昨日落區深水埗，有反對派區議員提到梁
振英要推行所謂中央給予的四大任務，梁振英
否認有關說法，表示從來無收到中央的有關要
求，他的團隊亦無人提出。對於李旺陽死亡報
告，梁振英表示不評論，但會尊重和維護香港
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

外間所傳的四大任務，是指二十三條立法
、國民教育、政制發展及整頓香港電台。梁振
英昨日重申，所謂中央四大任務的說法完全不
是事實，他從來無收到中央的有關要求，他的
團隊亦無人提出，他又指部分報章對此的報道
是失實，不希望有關負面的消息繼續在社會上
以訛傳訛。

梁振英續稱，香港九七回歸前，社會有很
多負面的消息，有人擔心持不同政見者在前往
海外以後不能回港，或者新聞自由受打壓等，
他說事實證明這些憂慮是不必要的。

梁振英會後被記者問及如何看待內地失明
民運人士李旺陽的死亡報告，梁振英表示不評
論有關報告，他說香港市民就內地發生的事情
表達意見，與內地有關方面的溝通渠道是暢通
的，他是絕對尊重和維護香港市民表達意見的
權利。

【本報訊】實習記者陳曉茵報
道：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聯同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到禮頓山的社
區會堂與市民會面，大約有二百人
出席。這次落區主要關注環保及灣
仔區的行政事務，包括廚餘回收問
題和青少年社會資本的推廣，另外
亦有探討六大產業的發展空間，以
及新班子的威信問題。

大部分提問的市民對食肆處理
廚餘問題表示關注，黃錦星回應指
，政府會積極與專業團隊進行商討
，盡快落實未來發展的藍圖，有系
統地實行源頭減廢、徵費計劃等，
並會探討與飲食業界合作的可能性
，例如鼓勵酒家減少宴會的菜式，
以免造成浪費。他亦表示會考慮於
各區增設相應設施，令每一區均有
妥善的配套，進行廚餘回收。

對於有市民希望，政府可加強
推廣青少年社會資本，曾德成承認
，現今青少年的發展漸趨多元化，
推廣社會資本對青少年有一定幫助
，他會和民政事務局轄下青年事務
委員會加強溝通，研究推廣活動。
他稱本港各大產業均有提供就業機
會，政府近年推行青少年暑期內地
實習計劃，為年輕人提供上千個內
地實習機會，助他們了解內地就業
情況，提供多元化的就業出路。

做實事非只喊口號
有市民認為新班子缺乏威信，曾德成指

，新班子抱有 「做實事」的信念，不會只喊
口號，務求扎扎實實推行政策，推出妥善的
建設項目，令大眾受益。未來數年，新班子
會繼續透過落區及公眾論壇積極與市民溝通
，研究成立十八區諮詢委員會，拉近與市民
距離，做到貼近民情。黃錦星稱，政府非常
重視 「以人為本」概念，制定新政策均以市
民利益為首要考慮因素。

賽馬投注總額和入場人次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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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8

*07/08，08/09，09/10三季各有78場賽事，最近2年則有83場

全年投注額

$861億

$804億

$754億

$668億

$676億

全年入場人次

199萬

191萬

195萬

192萬

192萬

煞科日投注額

$14.7億

$13.7億

$11.9億

$12.2億

$11.3億

煞科日入場人次

74,154

62,213

50,189

63,369

54,992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九月立法會選舉
臨近，不少反對派政黨為 「博出位」，抓緊新班子
近期最後一次落區的機會，故意到場示威叫囂，製
造混亂場面。行政長官梁振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昨天兵分兩路，分別落區深水埗和荃灣，都受到
反對派示威者狙擊，引起支持者與示威者的推撞和
罵戰。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下午一時到達荔枝角社區
會堂，與深水埗居民見面，大批警員在場外戒備，
用雙重鐵馬分隔多個政黨約五十人示威者。梁振英
在警員組成的人鏈護送下順利入場。交流會還未開
始，拿到票入場的社民連主席梁國雄就舉起一個模
仿小木偶的面具，抗議梁振英在僭建事件上說謊，
要求他下台，並試圖衝上台，但被保安人員阻止，
場內大部分市民難忍秩序混亂，對他喝倒彩： 「趕
佢走」、 「咪阻住開會」、 「支持新政府」。

大會主持亦要求梁國雄放下道具，否則請他離
場，但梁國雄仍站在椅上叫囂滋擾。一名長者走向
梁國雄，想拿走他的道具，二人對罵和推撞，混亂
中梁從椅上被拉落地，長者跌倒地上。擾攘十分鐘
後，梁國雄最終被保安員帶離會場，全場響起熱烈

掌聲。
為防有示威者衝入會場，昨日場外有逾五十名

藍帽子警員組成人鏈戒備，期間人民力量的支持者
與民建聯的支持者發生衝突。人民力量一名成員報
稱被人推撞跌落地，要送院治理。民建聯一名成員
報稱被人打傷，他掩着鼻子，警員安排兩人坐下。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到元朗區一間小學與市民會面時，遇到學民思潮成
員抗議。論壇接近尾聲時，不同意見人士發生衝突
，情況混亂，人民力量的支持者高叫口號，與在場
不滿他們的人士互相指罵，有人企圖拿起在場攝影
機的三腳架攻擊，在場警員與工作人員把兩批人士
分隔開。論壇被迫腰斬。

另警方發言人昨晚表示，昨午接報在荔枝角社
區會堂外，一名四十四歲曹姓男子報稱於拍照時被
人襲擊，口部受傷，他與現場另一名報稱被人襲擊
後感到不適的四十六歲張姓男子，分別被送往明愛
醫院治理。警方調查後，該名曹姓男子因為涉嫌
「普通襲擊」被捕，正扣留調查，案件交深水埗警

區重案組第二隊跟進調查。警方並正通緝另一名男
子，涉嫌襲擊該名曹姓男子。

問責班子昨日繼續以 「行孖咇」形式，兵分六路落區。
梁振英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到深水埗聽取民意，林鄭
月娥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長陳家強到荃灣，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到沙田，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張建宗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到元朗，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蘇錦樑和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落區到粉嶺，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和環保局局長黃錦星到灣仔。

梁振英與高永文在荔枝角社區會堂，與三百多名深水埗
居民見面時稱，每次落區後，他都會與問責團隊交換及總結
經驗，大家的反應正面，認為落區零距離了解民情，制定貼
近民心的政策，讓公務員團隊及時推行。他強調今後會繼續
以落區或其他形式了解市民訴求，無論支持和反對聲音，他
與問責團隊都虛心聆聽，對批評和反對聲音，他們會好好檢
討，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他並再次就寓所僭建事件道
歉，稱是嚴重疏忽，但強調不涉隱瞞或誠信問題，他會在適
當時全面交代。

特惠生果金明首季落實
梁振英又稱，政府的政策一有具體內容，就馬上公布，

毋須等到施政報告或財政預算案。就現場市民普遍關心 「長
者特惠生果金」及 「港人港地」政策何時實行，他強調並無
撤回政策，過去半個月，有關部門已不斷就特惠生果金政策
開會商討，他已敦促盡快落實。政府在港人港地政策上並無
受地產界壓力，政府會一直監控樓市，若外地人影響到港人
買樓時就會實施。張建宗在元朗落區時說，特惠生果金是梁
振英的競選承諾，勢在必行，最遲明年第一季前落實。

林鄭月娥在荃灣落區後總結稱，第一輪落區已完成，政
府會總結經驗，雖然落區給人感覺似 「做秀」，又有人衝擊
，但政府不會害怕，因為放棄落區與市民見面會很可惜。不
過，鑑於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和競選期來臨，落區可能要再等
一段時間，但問責團隊在暑假也不會放鬆，會盡量爭取通過
探訪等方式走進社區，或去一些設施直接與服務使用者對話
，豐富政策的制定。

她感謝有市民為前線警員打氣及支持問責制，她認為當
社會比較矛盾時，要靠警員維持治安，示威與請願應和平理
性進行。陳家強稱，落區讓他 「百聞不如一見」，政府制定
政策需分析資料，更要傾聽民意。

在荃灣的座談會，房屋短缺、教育制度和長者問題最受
市民關注。有在內地居住的香港長者提出，希望醫療券推展
至全廣東省，有人呼籲政府為青年人住屋問題制定具體措施
，有環保人士呼籲改善荃灣空氣和噪音問題，有母親關心國
民教育是否 「洗腦」式教育，林鄭月娥一一回應，強調政府
有短、中、長期規劃，房屋問題是當前最迫切需要處理，需
有多元措施，跨部門合作十分重要。教育方面，她相信培養
下一代獨立思考的能力最重要，具備這種能力則不會隨意被
外界 「洗腦」。

【本報訊】記者虢書報道：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日到沙田，與市民交
流。張炳良表示，會盡快制訂長遠房屋政策，興建
更多公屋，並會研究多種方法釋放土地。有沙田居
民質疑污水廠及殮葬區選址，又不滿社區用地改建
公屋，曾俊華指，已聽到市民意見，會交予政府相
關部門審慎考慮及跟進。

座談會在沙田顯徑社區中心舉行。有十五名市
民和區議員向曾俊華和張炳良反映問題，多與房屋
及規劃有關。有市民建議政府將房屋問題簡化，減
少對市民的掣肘，如由政府資助市民置業等。又有
人擔心在地區興建插針式居屋，會增加人口密度，
及造成社區負擔。

張炳良回應時表示，政府會盡快重新啟動房屋
長遠計劃，研究不同背景市民的房屋需求。政府要
保持樓市平穩發展，如要滿足市民置業需要，重點
會在公營房屋方面。他說，政府已透過不同途徑開
發新土地。

有富安花園居民不滿，為何在他們住址附近建
污水廠及原居民殮葬區，有關部門亦不願聽取他們

的反對意見，又質疑花費二百多萬元興建 『棺材橋
』是浪費公帑。有馬鞍山迎濤灣業主不滿政府將住
所對開的社區用地興建公屋，但事前並無諮詢。沙
田區議員葛珮帆則關注物價高企，增加市民負擔。

曾俊華表示，已清楚聽到市民訴求，提議亦會
慎重考慮。座談會後將與有關的署、局討論問題，
讓他們跟進，他亦會跟進進展。

新班子走遍十八區 盼施政貼民心

梁振英強調無撤港人港地
特區新班子昨日連續第三個周末落區，零距

離聽取民意。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完成上任後
首輪全港十八區的交流工作，政府會總結落區經
驗，就市民的批評和反對聲音做好檢討。市民普
遍關心 「長者特惠生果金」 及 「港人港地」 政策
何時實行，梁振英強調並無撤回相關政策。

本報記者 王欣 朱晉科

被指收四大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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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製造混亂遭喝倒彩

【本報訊】記者吳美慧報道：馬
季昨日煞科，馬會大豐收！香港賽馬
會行政總裁應家柏表示，馬會今年全
年投注額和入場人次，均創十二年來
新高，分別錄得八百六十一億元及接
近二百萬人次，昨日煞科 「旺丁旺財
」，單日投注額錄得十四點七億元，
七萬四千人次入場，較去年升百分之
七和兩成。今年馬季 「進貢」庫房的
稅款，首次衝破一百億元。應家柏說
，希望政府准許馬會轉播更多海外賽
事。

應家柏昨日總結馬會全年成績，
今年投注額達八百六十一億元，較去
年升百分之七，九成八屬本地投注額
，有八百四十五億元，按年升百分之
七，其餘十六億元是轉播海外賽事投
注額，按年飆升兩成。今年全年有一
百九十九萬三千人次入場，較去年升
百分之四，平均每場有二萬四千人次
入場，較上季升百分之四。

稅款首衝破百億
受惠於投注額增加，今年馬會向

庫房 「進貢」金額，首次超越一百億
元，有一百零一億五千九百萬元，較
去年升百分之六。本地投注博彩稅佔
九十九億四千萬元，較去年升百分之

六；越洋轉播海外賽事的博彩稅

佔二億一千九百萬元，較去年升兩
成。

應家柏笑說，面對大堆創新高數
字，馬會核數師會很忙。鑑於馬迷
「人口老化」，為吸引年輕人，馬會

五年前開始增加轉播海外賽事，今年
轉播海外賽事投注額升兩成，反映本
港馬迷享受高水準賽事。今季，香港
馬匹在五場國際一級賽奪獎，最受馬
迷歡迎的馬匹 「小橋流水」在英國奪
獎。雖然香港只有一千二百隻馬，較
英美等地少，與美國的四萬匹馬更是
少得多，但香港有廿一隻馬登上全球
馬匹排名榜。他希望政府准許馬會增
加轉播海外賽事。下季賽馬將於九月
八日開鑼。

昨日舉行煞科賽的沙田馬場人頭
湧湧，有資深馬迷、內地旅客、年輕
人、老夫老妻、 「龍友」等，有人小
賭怡情，有人志在拍照，有人寓賭馬
於拍拖，亦有激動 「爆粗」的輸錢豪
客。多場賽事由熱門馬勝出，馬迷初
哥肯 「刨馬經」也有進帳。廿多歲的
江風與四名女性朋友一起入場，他們
說已是第十次到馬場，每人投注二百
元： 「不是所有人唱 K，但所有人賭
馬，喜歡跑馬地馬場多一點，有啤酒
園。」他們邊看馬報邊向記者 「攞貼
士」，結果贏錢回家。

馬季煞科投注入場勝去年馬季煞科投注入場勝去年 曾德成撰文談香港速度

張炳良稱將啟長遠房屋計劃

▲馬會今年全年投注額和入場人次，均創十二年來新高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民建聯沙田支部向曾俊華（左二）請願及遞
交請願信，要求政府改善長者晚年經濟生活

▲逾百警員組成多重人鏈，隔開衝進馬路追車的示威者
，擾攘約十分鐘，梁振英的座駕才順利離開

本報記者 黃永俊攝

梁振英（中）和
高永文（右）到
深水埗聽取民意

本報記者
黃永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