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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慶林說，總體來看，上半年中國經
濟仍保持平穩較快發展，但中央也高度重
視經濟下滑現狀。上半年中共中央和國務
院召開一系列會議，希望遏制經濟 「跌跌
不休」的勢頭。他以自己親赴河北、黑龍
江和甘肅考察調研的經歷說，通過親臨經
濟一線，一方面對今年經濟增長增強了信
心，另一方面也感受到遏制經濟下行的緊
迫性。

由於受全球異常氣候影響，美國糧食
減產已成定局，引發全球糧食危機恐慌。
不過，與美國形成對比的是，中國糧食產
量九連增幾成定局。

賈慶林預計，今年糧食將喜獲豐收，
他以早前赴黑龍江三江平原的見聞說，秋
糧豐收的季節農作物長勢很好，大農業實
在喜人，黑龍江今年糧食產量預計增加一
百億斤至一千二百億斤。

再造一個陸上三峽
除了為中國經濟增長奠定基礎的糧食

產量穩增以外，賈慶林稱，新能源等經濟
新增長點也在不斷發展。其中，甘肅河西
走廊的風電產業就具有廣闊的發展潛力。
他說，當地風電基地建成後，等於再造一
個 「陸上三峽」。統計數字顯示，現時中
國風電裝機總容量已逾五千二百萬千瓦，

超越美國位列世界第一。
談及當下企業面臨的困難，賈慶林坦

承，很多企業的市場出現了問題，特別是
鋼鐵，石油化工，造船，紡織，這些行業
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難。

不過，和二○○八年相比，企業應對
危機更為理智，並意識到如果不及早進行
技術改造和產業升級，日後還會遇到相同
的困難。賈慶林說，鼓勵企業技術改造具
有長遠意義，不僅能令企業發展，更將惠
及經濟增長。

賈慶林說，香港中國商會成立以來
，積極開展會務活動，取得了積極成效
。一方面注重緊密聯繫內地有關方面，
協助內地有關省市在香港舉辦招商活動
；另一方面注重加強與香港特區政府、
國外在港商會的聯繫。特別是去年和今
年聯合多家機構成功舉辦了兩屆 「中國

海外投資年會」，逐漸成為具有一定國
際影響的品牌活動。

向商會提出三希望
賈慶林對香港中國商會提出三點希

望：一是堅持愛國愛港，全面準確理解
和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嚴格按照基
本法辦事，為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
出新的貢獻。二是牢牢把握機遇，利用
熟悉內地和香港的優勢，為服務國家
「十二五」規劃，推動內地和香港的經

濟發展作出新的貢獻。三是秉承 「服務
國家，繁榮香港，惠及全球」的辦會宗
旨，充分利用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
易中心的特殊地位和資源優勢，積極配
合國家實施 「走出去」發展戰略，為中
國企業做大做強、走向世界，為國家現
代化建設多作貢獻。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三十日電】國
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周波今日在
京會見以陳經緯為團長的香港中國商會
高層訪京團。周波對商會主辦的海外投
資年會給予高度評價並指出，商會成立
三年來，在提供內地和香港企業雙向交
流和服務方面做出卓越貢獻。他強調說
，儘管有人認為香港一些競爭優勢有所
弱化，但憑藉內地經濟迅猛發展，香港
仍在幫助內地企業 「走出去」等方面具
備明顯的新優勢。

針對本港競爭力弱化的觀點，周波
認為，現時香港各界應提升信心和責任
感。他說，改革開放以來，香港一直是
內地 「引進來」的重要平台。未來香港
依靠背靠祖國的優勢，可以在內地企業
「走出去」方面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大

家都討論周邊國家和地區與香港之間的
競爭，但香港背靠祖國的優勢是任何國
家和地區都無法比擬的。

周波坦承，近年內地企業 「走出去
」遇到一些問題，有些是因為了解不足
所致，有些是政治因素， 「他們對待內
地企業存在戒心，戴着有色眼鏡不按照
市場規則處理」。不過，香港由於自身
擁有成熟、完善的自由經濟體系，在國
際上認受度較高，香港可利用信息靈通
等優勢服務內地企業 「走出去」。

陳經緯說，和其他本港商會不同的

是，香港中國商會中包括很多內地在港
營商的民營企業，商會將幫助這些企業
盡快熟悉香港的商業環境，發揮其既了
解內地又在香港營商的雙重優勢，最終
幫助更多民營企業利用香港 「走出去」
。他又稱，未來將吸引更多內地中小民
營企業入會。

充分發揮香港優勢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中央政府接連

推出一系列惠港措施。周波表示，將
會評估上述政策的社會和經濟效果，
繼續抓好中央已出台政策的落實。通
過良好的政策，使香港的優勢得以更
充分發揮。 「與中央單方面挺港相比
，雙方加強合作與互惠互利更為重要
，否則將出現措施落實不牢靠、基礎
不穩的情況。展望未來，加強內地與
香港的緊密合作，實現兩地共同發展
將是今後的主流方向。」

周波對香港中國商會未來發展提出
三點希望。第一，堅持愛港愛國，堅
持 「一國兩制」，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成為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力量
。第二，充分發揮會員企業優勢，結
合兩地市場，在支持香港經濟發展的
同時壯大企業。第三，加強會員企業
服務職能，令內地赴香港營商企業盡
快融入本地社會。

【本報訊】 「倒及牙」除了面型不正
，影響外觀及令發音不正確之外，嚴重可
能會上下門牙距離過大而無法緊閉雙唇，
增加蛀牙及患牙周病的機會。有牙齒矯正
科專科醫生表示，大部分 「倒及牙」可以
用箍牙糾正，但若情況嚴重，須接受正顎
手術改善 「倒及牙」，若能於及早治療，
可降低日後牙齒矯正治療的複雜性。

「倒及牙」又稱為 「第三級咬合不正
」，即下門牙往前突出，咬在上門牙的前
方，無法作出正常的咬合，便稱為 「倒及
牙」。先天性的 「倒及牙」主要是下顎骨
生長過盛而前突，或上顎骨發育不足而後
縮，大多是與遺傳有關；而後天的 「倒及
牙」主要後天因素是上顎骨受傷及門牙缺

失等所致，估計全港有一成五人患有不同
程度的 「倒及牙」問題。

若不幸患上 「倒及牙」，可能會令面
型不正，甚至會影響發音的準確性，患者
較難掌握 「V」、 「F」等發音。若情況嚴
重，可能因上下門牙距離過大而無法緊閉
雙唇，導致口腔乾涸，長遠增加蛀牙及患
牙周病的機會。

牙齒矯正科專科醫生岑美恩表示，箍
牙有助糾正大部分 「倒及牙」的個案，而
必須輔加正顎手術才能改善 「倒及牙」問
題的個案只佔少數，但患者若於七歲前及
早接受治療，可以避免或減輕將來咬合不
正的情況，降低日後牙齒矯正治療的複雜
性。

糧食產量九連增 新能源成新增長點

中國能闖經濟難關中國能闖經濟難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以陳經
緯（左）為團長的香港中國商會訪京團全體成員 新華社

中國經濟連續六個季度回落
，經濟增長不確定性逐漸增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
主席賈慶林在會見香港中國商會
訪京團時表示，內地企業經營困
難可能還將持續一段時間，但中
國經濟基本面是好的。他強調說
，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手段有
很多，再加上豐厚的物質基礎，
相信中國一定能夠順利闖過經濟
難關，並保持經濟長期平穩較快
發展。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三十日電

港澳辦副主任周波：

進一步落實好挺港措施

◀國務院港
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周
波（右）會
見陳經緯

【本報訊】白內障拖得愈久，眼球晶
體會愈來愈硬，甚至導致青光眼。養和醫
院引入飛秒激光手術治療白內障，增加手
術精確性外，更可利用激光擊碎晶體，減
少使用超聲波乳化技術，避免對角膜造成
損害，讓視力復元更快，但新技術並不適
合眼簾較細的白內障患者。

養和醫院今年斥資近四百萬元，引入
飛秒激光白內障手術儀器。新儀器可分析
眼球並描繪出立體三維圖，協助醫生準確
計算手術位置，進行切割角膜和撕囊，減
低手術風險。

養和醫院眼科手術中心主任曾雁表示
，若患者的白內障晶體愈趨成熟和硬，利
用激光擊碎晶體再進行乳化時，可較傳統

刀切手術減少四成超聲波能量，減低對角
膜內皮細胞影響，所需時間亦減少三至五
成。而植入晶體時，新手術儀可讓醫生更
易定位，減低移位機會，讓病情較輕的白
內障患者提早進行手術。

養和醫院陳蔭燊視力矯正中心主任張
叔銘表示，傳統刀切手術治療白內障，費
用約二萬三千至三萬多元不等，飛秒激光
會較傳統收費昂貴六千至八千元，院方至
今已為二十多名病人進行激光治療白內障
手術。

七十三歲的賈先生三年前發現患有白
內障，視力模糊，容易絆倒，至上月接受
激光治療右眼白內障手術，他笑言視力十
分清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前排中）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前排中）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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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零售額僅升1.3%
【本報訊】七月的零售業銷貨額數字

為三百六十五億元，按年升百分之三點八
，扣除通脹因素後，只升百分之一點三，
遠低於六月和首七個月的一成一按年升幅
。一直錄得升幅的珠寶首飾鐘表，首次錄
得按年跌幅。

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表示，七月
暑期應是消費旺月，對低升幅感到驚訝。
她指，放寬個人遊的實際影響，要視乎來
港人士的類別。

芸芸商品中，只得雜項耐用消費品、

即 iPhone、iPad 等的銷貨額有大升幅，升
七成。電器及攝影器材、汽車及汽車零件
、超市貨品、鞋類和衣物配件，只得介乎
百分之四至一成的跌幅。傢具及固定裝置
、食品酒類及煙草、珠寶首飾鐘表及名貴
禮物，錄得一成五、百分之六點二和三點
一的跌幅。

麥瑞接受電話訪問時表示，協會調
低全年升幅，即使當局放寬一簽多行政策
，逾四百萬人中，只得一百至一百五十萬
人是具消費力的行政人員，但多數已來過

香港，其他是民工和學生，不會帶動雙位
數零售升幅： 「內地旅客數字多了，但生
意不好，買少點貴價品，甚至看多過買。
銷售人員比前辛苦，要服務更多人，但
『單價』卻少了，賣低檔次貨品的店舖會

受惠。」
她又指，時裝店提早減價，中小企為

資金流 「要錢不要貨」，不排除店舖要速
銷秋冬時裝。協會本來預計全年會有一成
二至一成五的升幅，現調低至一成至一成
三。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糧船灣超
級火山」真面目被揭開，現時熙來攘往的九
龍半島和港島北部，一億四千萬年前原來
是火山爆發的岩漿源頭，雖然位於香港東
南部的破火山口大部分沉入海底，但市民
仍可去船灣郊野公園的長咀，觀看較完整
的火山口邊緣遺址，或去萬宜水庫或果洲
群島欣賞火山灰形成的六角石柱奇觀。

「糧船灣超級火山」是香港以至華南
東部首座發現的古代超級火山，破火山口
直徑有十八公里長，由糧船灣伸展至果洲
群島，覆蓋西貢東部大片地方，最後一次
爆發是一億四千萬年前，噴發的火山灰預
計超過一點三萬億立方米，相當於香港每
一寸土地都覆蓋三座國際金融中心（IFC）
高的火山灰。今日大規模出現在西貢的六
角石柱，即是火山灰積聚於崩塌後的破火

山口盆地形成的凝灰岩。
土木工程拓展署昨日召開記者會介紹

火山調查發現結果，署方土力工程師鄧麗
君表示，是次最大的發現，是找到火山噴
發的源頭，即現時九龍半島和港島北部的
大片花崗岩，經過成份和年齡測定，證實
這些由岩漿形成的花崗岩和火山口的凝灰
岩屬於同一個火山系統，經過地殼運動和
外力侵蝕，顯露於地面。鄧麗君又說，目
前全球已知有五十座超級火山，但極少能
完整發現表面的火山岩和底部的岩漿源頭
， 「糧船灣超級火山」屬於極少數例外。

鄧麗君又教路市民，如果要看直徑最
長，寬達兩米的六角石柱，可乘船到果洲
群島，但由於石柱已嚴重風化，為安全起
見，市民應避免登島攀石，萬宜水庫東壩
亦是觀看六角石柱好地點，如果要觀看破

火山口的邊緣，可去船灣郊野公園的長咀
，地點雖然偏遠，但能看到較完整的岩漿
侵入地殼的通道，和火山物質爆發後形成
的大量火山岩。

新技術治白內障復元快

倒及牙易致牙周病

▲參與超級火山地質調查的鄧麗君，講
解超級火山結構，背後為火山灰形成的
果洲群島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