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辦事處 杭州市鳳起路139號天安2幢24樓 TEL:(571)87151210 FAX:(571)87151209＊江蘇辦事處 南京市廣州路188號蘇寧環球大廈21F TEL:(25)83243655 FAX:(25)83248656＊湖北辦事處 武漢市武昌區中北路227號愛上東亭1號樓2單元2803室TEL:(27)85761656 FAX:(27)85560732＊中國證券採訪部 深圳市南山區東濱路66號 TEL:(755)26074162 FAX:(755)26419058＊河南辦事處 鄭州市鄭東新區CBD商務內環路2號中油新澳大廈901室TEL:(371)65585233 FAX:(371)65585427 ＊青海辦事處 青海省西寧市七一路493號162室 TEL:(971)6335709 FAX:(971)6335709
＊四川辦事處 成都市八寶街88號國信廣場1106室 TEL:(28)65658258 FAX:(28)85557928＊陝西辦事處 西安市新城大院陝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大樓508室TEL:(29)87294832 FAX(29)87294162＊山西辦事處 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9號王府商務大廈A座19-D TEL:(351)3377302 FAX:(351)3377302 ＊海南辦事處 海口市玉沙路5號國貿中心21樓A座 TEL:(898)66735188 FAX:(898)66735388＊駐紐約記者 200East 72nd Street ,6G, New York, NY10032, U.S.A. TEL:(+1)718-353-3656 E-mail:hiuman.tkp@gmail.com ＊駐倫敦記者 12 York Road, New Southgate, London N11 2TG U.K. TEL:181-888-2226 FAX:181-889-3668
＊西南辦事處 渝中區學田灣正街東方花苑B座1901室TEL:(23)63628921 FAX:(23)63628921＊江西辦事處 南昌市北京東路南洋花園A4-5 TEL:(791)8308129 FAX:(791)8308329＊湖南辦事處 長沙市芙蓉區晚報大道時速風標大廈1311室TEL:(731)82193515 FAX:(731)82193525＊廣西辦事處 廣西南寧市青秀區望園路6-2號望湖苑15樓15A TEL:(771)5705598 FAX:(771)5705598＊新疆辦事處 烏魯木齊市中山路477號自治區人民政府綜合辦公樓303室 TEL:(991)2803001 FAX:(991)2803003＊澳門聯絡處 澳門水坑尾街321號泉雅閣3樓A座TEL:(853)28354510 FAX:(853)28354509

招 聘
本報誠聘港聞編輯、記者多

名，應聘者需具兩年或以上工作經

驗，熟悉香港情況，有較高採編水

平，熟悉電腦操作，可晚間工作，薪

資從優。有意者請將個人履歷用電子

郵件發送至：hktakp@takungpao.

com.hk，或郵寄至：香港北角健康

東街39號柯達大廈二期二字樓大公

報人力資源部收，請註明 「應聘港聞

編輯記者」 。合則約見。

宋哲：調整後續向好
籲多視角分析中國經濟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星期四A16港聞責任編輯：汪致遠

【本報訊】中大一項調查顯示，逾九成市民認為
香港現時樓價過高，三成人相信，未來一年的樓價會
繼續上升。中大認為，調查顯示市民對政府紓緩和壓
抑樓價的決心和能力缺乏信心，擔憂市民因樓價居高
不下而產生怨氣，建議政府從速建立市民對政府的信
心。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上星期訪問七百四十四名十
八歲或以上的市民，了解他們對樓價及行政長官梁振
英政綱中幾項措施的看法。結果顯示，百分之九十點
七的受訪者認為現時樓價過高，認為過低的僅有百分
之零點四。約三成受訪者相信未來一年樓價會繼續上
升，四成八估計與現時相約，認為會下跌的只有不足

一成一。

三成人料續升
負責調查的學者認為，房

屋是最多香港人關注的其中一
個議題，調查的結果顯示市民
對政府紓緩或平抑過高樓價的
決心和能力缺乏信心。若市民
因樓價居高不下而產生更多怨
氣，最終將打擊政府民望和威
信。

至於梁振英曾在參選政綱

中提出的 「港人港地」、加快興建公屋及容許居屋白
表申請者免補地價購買居屋等三項房屋措施，都得到
過半數受訪者的贊同，其中以加快興建公屋最受支持
，有八成一受訪者贊成； 「港人港地」有六成一支持
；居屋白表免補地價購買居屋的措施，則有五成二人
贊成，反對者達兩成半。

61%支持 「港人港地」
中大指，受訪者雖普遍支持這些政策，但對政策

成效多持懷疑態度，認為 「港人港地」和居屋白表申
請者免補地價購買居屋政策有效的，分別只有兩成二
和兩成四；四成七人認為加快興建公屋可解決基層市
民住屋問題。

學者建議，梁振英政府的當務之急，應是從速建
立市民對政府的信心與支持。否則，即使有好的治港
良策，也可能會因為政府缺乏市民信賴與支持，令政
策推行時事倍功半。

【本報訊】源頭減廢是政府廢物管理政策的主導思想，
正積極籌劃固體廢物處理藍圖的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到
屯門環保園實地視察資源回收及循環再造運作模式，並了解
租戶營運情況，以檢視本地的回收政策，期望在二○一五年
達到五成半的回收目標。

黃錦星昨日參觀環保園行政大樓的訪客中心，並到四個
租戶包括回收廢塑膠的仁愛堂環保園塑膠資源再生中心、回
收廢電器及電子產品的聖雅各福群會 「綠色家電環保園」、
回收廢電子及電腦設備的俐通集團，和回收廢食油及餐館廢
料的倡威科技有限公司，巡視有關廠房，並聽取仁愛堂與聖
雅各福群中心介紹現時在學校及社區推動回收計劃的情況。

【本報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昨日會見少數族裔代表，了解少數族裔融入社會的情況
，聽取他們對教育制度和就業前景的意見，林鄭月娥表示，
政府倡導社會共融，重設的扶貧委員會會特別關注少數族裔
家庭的需要和他們接受中文教育的安排。

林鄭月娥及 「扶貧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探訪融樂會，
與一班少數族裔青年、融樂成員進行對話。與會的少數族裔
表示，少數族裔在港面對的最大困難是中文能力不足，導致
升學及就業受限制。林鄭月娥表示，理解少數族裔居民在華
人社會面對的語言問題，承諾政府會提供相關支援， 「行政
長官在競選政綱中建議透過檢討現行政策，減少隔閡，促進
少數族裔居民融入香港社會，包括提供中文學習支援，來支
援少數族裔居民。」

對於有南亞裔成年人表示因中文不好難融入主流社會，
林鄭月娥表示，政府致力促進不同社群間的共融，扶貧委員
會在制定各項策略和措施時，會特別關注少數族裔家庭的需
要和他們的子女接受中文教育的安排。

調查：樓市淡友只剩一成

◀樓價高企，
但只有一成受
訪者認為樓價
會下跌

黃錦星：推廣減廢回收

【本報訊】第一百屆FDI世界牙科會議昨日揭幕，中國衛
生部部長陳竺獲頒授首個 「世界口腔健康卓越成就大獎」，表
揚他在培養中國口腔健康專家、建立牙科學院，及制定口腔疾
病預防措施等方面的傑出成就。會議主題包括長者牙科護理等
多個熱門牙科專題，期望為來自各地專家提供互動交流機會。

表揚中國重視口腔健康
香港牙醫學會昨在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第一百屆FDI世界牙

科會議開幕儀式，邀請了行政長官梁振英、中國衛生部部長陳
竺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等嘉賓出席。開幕式上，陳竺獲
世界牙醫聯盟頒發 「世界口腔健康卓越成就大獎」，以表揚中
國努力不懈，宣傳及教育內地民眾口腔健康的重要性。

陳竺致辭時表示，國家政府高度重視口腔衛生工作，緊緊
圍繞 「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方針，加強口腔疾病防治網絡
和隊伍建設，積極開展群眾性口腔健康促進工作。自八九年起
，將每年九月二十日定為 「全國愛牙日」，開展口腔健康教育
和宣傳工作，協助內地群眾掌握重要的口腔健康知識，養成良

好的口腔健康習慣。
他續說，國家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重大公共衛生項目中

，大力開展兒童口腔疾病綜合干預，積極推動醫療機構，開展
口腔常見病防治工作，各項工作取得了顯著進展，群眾口腔保
健意識和健康水準有了很大提高。內地口腔醫療衛生服務和口
腔醫學教育事業蓬勃發展，口腔職業醫師和職業助理醫師人數
已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五千七百多人，發展至目前的十一萬人。

目前，中國內地正實施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陳竺認為，改
革為口腔衛生事業的發展帶來了重大機遇。廣大口腔工作者會
共同努力，建立起完善的口腔疾病防治體系，提高國民口腔健
康水準。他指，國家口腔衛生事業發展前景廣闊，歡迎各國專
家學者到中國，也鼓勵國內專家多 「走出去」，促進國家與世
界合作，和口腔衛生事業快速發展。

第一百屆FDI世界牙科會議以 「帶領全球邁向口腔健康新
紀元」為主題。除了舉辦牙科器材展覽外，亦舉辨多個學術會
議，內容包括長者牙科護理、牙科種植學、牙周病治療等。會
議為期四天，至下月一日結束。

▲第一百屆FDI世界牙科會議昨在港揭幕，圖為行政長官梁振英（中
）、衛生部部長陳竺（右三）等嘉賓主持開幕禮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林鄭與少數族裔交流

▲林鄭月娥（右一）到訪香港融樂會，與該會執行委員
會成員和少數族裔青年探討多項課題

宋哲特派員於本月二十八日，會見了歐盟駐港辦
事處主任及英國、德國、意大利駐港總領事等，雙方
就中歐關係、香港問題等交換了意見。在應詢介紹中
國經濟形勢時，宋特派員表示，要認清中國經濟形勢
，需要堅持多個視角，既要有現實的視角，也要有比
較的視角和長遠的視角。

不會出現「硬着陸」
一、從現實視角看，中國經濟不會出現 「硬着陸

」。去年第四季度以來，中國經濟呈現出 「增長速度
逐季回落、通脹壓力高位回緩、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
形成」等特徵，內外需同時放緩。對此，國內外對中
國經濟的憂慮明顯增加，一些媒體甚至認為中國經濟
可能會出現 「硬着陸」。但冷靜分析，當前有利於經
濟穩定的因素仍然較多，中國經濟不會 「硬着陸」：
一是隨着近年來農民純收入快速增長和農村社會保障
體系的建立，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正從城市轉向農村，
這有助於抵銷城市消費的疲弱；二是保障房建設全面
鋪開，有助於彌補房地產調控帶來的商品房投資下降
的壓力；三是隨着各地方產業規劃密集出台，由地方
政府主導的新一輪投資潮正在來臨；四是中國政府仍
有包括減稅和擴大公共投資在內的多種手段刺激經濟
增長，從而使經濟保持一定的增速。因此，可以說
，2012 年將是中國經濟在持續回落中逐步趨穩的一
年。

二、從比較的視角看，我們對中國經濟增長依然
充滿信心。首先，橫向比較，2012 年中國經濟增速
儘管比前幾年明顯放緩，但位於8%左右基本沒有懸
念。在全球經濟繼續疲弱的背景下，這一增速仍是較
快的，而且中國的財政赤字和物價水平也處在可控的
區間內。相比之下，據 IMF 預計，美歐日等發達經
濟體今年經濟增長率僅為 1.4%， 「金磚五國」中，

其他四國經濟也都明顯回落。不僅如此，美日歐等發
達經濟體還深受高債務困擾，新興經濟體也面臨本幣
不斷貶值的壓力。其次，縱向比較，2003-2011年，
中國GDP年均增長10.7%，其中有六年實現了10%以
上的經濟增長。即便是在受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最嚴重
的 2009 年，依然實現了 9.2%的增長。過去十年，是
中國經濟史上最繁榮的時期，經濟總量躍升為世界第
二位，人均GDP也跨越了5000美元關口。從歷史上
看，當前經濟增速回落，既是經濟在長期擴張後的周
期性回落，也是從傳統結構向新型結構轉型的階段性
「陣痛」，是經濟規律支配下的短期波動，不值得大

驚小怪。

城鎮化率只有50%
三、從長遠視角看，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沒有大的

改變，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基本力量依然存在。中國
經濟正面臨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和全球化帶來的
發展機遇，仍有較大的發展動力和空間：中國人均
GDP僅為美國的1/9，人均消費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
尚有較大差距；中國城鎮化率只有50%，剛剛達到美
國1910年、日本1960年時水平；中國人均工資僅為
美國的1/6，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不僅如此，
中國正在醞釀着一場以繼續市場化、以經濟轉型為目
的的重大改革，這將極大地推動中國經濟增長。

在危機中實現轉型
此外，西方經濟雖然受到了重挫，但經濟全球化

的大趨勢沒有改變，中國仍然可以繼續利用兩種資源
、兩個市場壯大自身實力。因此，對中國經濟不應有
悲觀情緒。如果世界經濟不出現大的動盪，中國經濟
仍有望在較長時間內保持8%左右的增長。

不僅如此，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從增長的角度看

是不利因素，但從經濟結構轉型的角度看卻不失為有
利因素。無論是美日等發達國家，還是韓國與東南亞
國家，均有過在危機中成功實現經濟轉型的經歷。當
前， 「中國製造」向 「中國創造」升級的趨勢比較明
顯，沿海地區正在進行一場深刻的結構調整；在結構
性減稅的刺激下，民間經濟的活力正在增強；在科技
創新和節能減排等政策推動下，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
支撐作用正在顯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有望
進一步提高。可以預見，經過這一輪調整後，中國經
濟前景將繼續向好。

世界牙科會議在港開幕
陳竺獲頒「世界口腔健康卓越成就大獎」

【本報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日前會見了歐盟駐港辦事處主任及英國、德國、
意大利駐港總領事等，並介紹中國經濟形勢。宋特派員表示，要認清中國經濟形勢，需
要堅持多個視角，既要有現實的視角，也要有比較的視角和長遠的視角。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以籲多視角分析中國經
濟發展前景

【本報訊】澳門立法會昨日舉行全體大會，細則性表決
通過修改行政長官選舉法及立法會選舉法。至此，澳門政制
發展的本地立法工作已經全部完成。

《立法會選舉法》法案規定，2013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直、間選各增加2個議席，委任議席不變；而《行政長官
選舉法》法案規定，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由目前的300人增
至400人。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任楊允中認為，現在
離 2013 年立法會選舉年只有 4 個月，如何讓未來的選舉更
公平廉潔更顯得重要。他還建議政府加強宣傳普法，因為全
澳市民都有責任和義務，將澳門發展得更好。

【本報訊】正在俄羅斯訪問的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連日來與多名俄羅斯金融監管機構主管會面，希望更多俄
羅斯公司到港投資經商。

29 日 ， 曾 俊 華 會 晤 莫 斯 科 交 易 所 主 席 Ruben
Aganbegyan。後者向曾俊華介紹了莫斯科證券市場改革的情
況。雙方同意加強推動金磚五國交易所合作措施。

其 後 ， 曾 俊 華 又 與 俄 羅 斯 金 融 市 場 服 務 部 主 管
Dmitry Pankin舉行會議，雙方討論投資者教育和打擊內幕
交易的工作。

28 日 ， 曾 俊 華 已 與 俄 羅 斯 中 央 銀 行 行 長 Sergey
Ignatiev會面，雙方交換對環球經濟和歐債危機的看法。曾
俊華並簡介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發展和外資銀行在香港的
商機，並表示歡迎更多俄羅斯銀行來港拓展業務。

訪俄的曾俊華說，俄羅斯是香港特區政府近年積極開拓
的新興巿場。香港與俄羅斯的雙邊貿易近年皆錄得雙位數字
的增長，今年上半年更高達44%。他希望更多俄羅斯公司到
港投資經商，以減低香港經濟對傳統巿場的依靠，加強對外
圍波動的防禦能力。

30日，曾俊華將出席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財長會議。

《行政長官選舉法》
澳門立會通過修改

財爺訪俄推介離岸人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