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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強：港法治難以衝擊

【本報訊】記者馮慧婷報道：對於前終審法院常
任法官包致金早前表示香港司法界會有暴風雨，律政
司司長袁國強表示，香港的司法制度不會因不同人士
發表不同意見而輕易受到衝擊，他作為律政司司長會
盡力維護香港的司法獨立。

袁國強昨出席法律周二○一二的開幕禮後，被問
及對包致金早前發表的言論有什麼看法，袁國強認為
，香港的司法制度，尤其是司法獨立這樣堅強的機制
，不會因為不同人士發表不同意見而輕易受到衝擊，
他作為律政司司長及其他律政司的同事，會一如既往
盡力維護香港的司法獨立，維護香港的法治。

袁國強昨早出席警察學院結業會操致詞時亦強調
，法治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之一，在維護法紀方面
，律政司與警務處一直保持良好緊密的工作關係。袁國
強表示，完善的法律制度、精銳的執法隊伍和公平的
檢控機關都是令法治得到彰顯的重要元素，若沒有良
好的執法隊伍，最完善的法律條文亦會變成紙上談兵。

【本報訊】就港府曾改變啟德發展區體育城規劃展開討
論，並有報道指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因此而拍枱，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否認發生過類似事件，批評有關報道子虛
烏有。發展局局長陳茂波亦否認有關爭拗，強調政府是一個
齊心團隊，他說，啟德發展區的密度可調整但幅度不太大。

對於有報道指政府內部就啟德體育城的發展出現爭拗，
民政事務務局局長曾德成在一個會議時拍枱一事，林鄭月娥
昨出席活動後回應提問指，有關報道 「絕無其事」。她重申
，啟德土地用途是非常初步、概念性的探討，並非一個在局
與局、署與署之間有很大爭拗的議題，內部的討論亦不需要
去到有這麼多火花，批評該報道 「子虛烏有」。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亦否認政府內部就啟德體育城的發展
出現爭拗，強調政府是一個齊心團隊。他又說，要大幅調高
啟德發展區的發展密度並不可行，因為基建上未必能配合，
而有關分區計劃大綱圖已於今年六月修改過一次，如果要再
次修改，需時兩、三年時間，故啟德發展區可做適度微調，
大幅度的調整是不大可能。

【本報訊】香港專業人士聯會昨日舉辦座談會，鼓勵香
港各專業服務界充分利用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
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抓住時機拓展內地市場，並為內地企
業走向國際服務。

聯會昨日以 「專業人士在國內發展機遇與挑戰」為座談
會主題，邀得聯會榮譽會長、前行政會議成員梁智鴻、立法
會議員梁家騮、張華峰及廖長江、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楊益
、法律部副部長劉春華及經濟部處長杜子君為嘉賓出席座談
會。

身兼香港專業人士聯會創會會長、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
事長蔡毅在致辭中表示，自內地改革開放到現在，內地經濟
快速增長，所以內地市場對專業服務的需求亦很龐大；呼籲
本港專業人士可藉着CEPA在內地大展拳腳。

蔡毅表示，創立香港專業人士聯會的目的之一，是加強
本港專業人士與內地各級政府及專業服務界的聯繫，促進本
港專業界別與內地的聯繫及合作；以及跟進CEPA執行過程
中的問題，並向兩地政府反映及建議。

昨日的座談會主要是圍繞本港醫療界在內地發展的機遇
，蔡毅表示，日後會陸續舉行其他專業界別的研討會。香港
專業人士聯會於今年七月成立，目的是為專業人士提供溝通
平台，為業界發聲。聯會亦會搜集不同界別的意見向政府反
映，期望可充當專業界別與政府溝通的橋樑。

【本報訊】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表示，水務署正研究
在將軍澳興建一所海水化淡廠；水務署署長馬利德表示，已
向立法會申請撥款進行前期研究工作，顧問公司將在明年初
開始研究工作，海水化淡廠預計在二○二○年落成。

陳茂波昨出席 「全情 『頭』入齊慳水Cap帽設計比賽啟
動儀式暨二○一二香港區世界水質監測挑戰」活動上致辭時
表示，政府在 「居安思危」的大前提下，訂定供水管理長遠
策略。在二○○七年的先導研究中，已經確立了在香港可採
用逆滲透海水化淡技術來製造食用水，水務署現正進行研究
，在將軍澳興建一所海水化淡廠，以及興建海水化淡廠的成
本效益，期望日後可利用先進的技術將海水化淡生產食水，
以豐富水資源的供應。

陳茂波亦表示，水務署亦積極考慮以再造水作為另一種
水資源，計劃利用石湖墟污水處理廠擴建後所生產的再造水
，供應上水、粉嶺及新界東北其他地方的居民作非飲用用途
在昂坪及石湖墟進行的試驗，確立了再造水用於非飲用用途
上是絕對沒問題。同時政府正在研究，為洗盥污水循環再用
及集蓄雨水作非飲用用途制訂技術標準。

水務署署長馬利德表示，在將軍澳計劃興建的是中型海
水化淡廠，主要補足雨水收集量下降的情況，以及應付人口
增長帶來的淡水需求，視乎用水量增長情況，初步預期在二
○二○年建成，但不會影響購買東江水的數量。

【本報訊】由香港律師會舉辦的法律周踏入
第二十一年。法律周今年以 「搭通法律線，免費
攞意見」為主題，設立電話熱線為市民提供約一
小時的免費諮詢服務，熱線今日起至明年一月十
四日運作。

「法律周二○一二」昨舉行開幕禮，邀請終
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等擔
任主禮嘉賓。律師會過去曾透過法律周
安排律師現場為市民提供免費法律諮詢
服務，而今年的法律周就推出電話熱線
，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更便捷的諮詢方
式。

香港律師會會長葉禮德介紹說，法
律周熱線八二○○八○○二，主要為市
民處理人身傷亡、家事法、中小企法律
和一般法律問題四方面的法律諮詢，在
熱線運作的三個月試驗期內，律師會的
義務律師將會向打電話到熱線的市民提
供約一小時的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葉禮德表示，為讓更多市民知道律
師會成立法律周熱線，律師會已於本月
十五日起安排連串廣告配合，包括電視
廣告、地鐵車廂和車站廣告等，期望提

高市民對法律知識的認識，宣揚讓所有市民都應
享有尋求司法公正權利的訊息；而今次法律周涉
及的經費近一百萬元。

此外，律師會早於二○○九年已成立傷亡賠
償案件免費服務熱線，協助因意外受傷及索賠而
需要幫助的市民，至今已處理五百六十一宗與人
身傷亡索償有關的個案。

陳茂波：不調高啟德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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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聯會籲充分利用CEPA

長者生活津貼撥款申請雖遭立法會財
委會 「煞停」 ，但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仍
鍥而不捨，要求財委會主席張宇人運用酌
情權，允許該項申請在本周二的財委會特
別會議上重新討論，並懇請議員能表決通
過；就議員對津貼有各式各樣的要求和建
議，林鄭月娥卻重申計劃已無修改空間，
而政府亦不會 「屈服」 ，因為將一項本來
是扶貧的措施變成全民保障制度，將會有
很多人對政府感到失望。

本報記者 朱晉科

強調有助扶貧 力爭周二表決

長者冀撤生果金離港限制

林鄭：長津可取 政府不屈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七日電】新家園社會
服務中心廣州項目主任董佩興表示，獲中央財政支持
的港歸長者緊急援助基金，已在香港長者聚居的廣州
、深圳、東莞六地作試點。計劃實施三個月，現收到
近百個港歸長者的諮詢個案，其中求助佔六成，有近
三十個審批通過並獲援助，不少港長者呼籲港府盡快
撤銷 「生果金」離港限制。

今年八十歲的陳耀權，妻子去逝後，二○○八年
回穗安度晚年。今年五月，陳伯發現胃癌，且出現擴

散。一直拿綜援度日的他，本來生活困難，加上重病
纏身，令生活更是 「雪上加霜」。 「原來在三甲醫院
治療，每天醫療費用四百多元，只好轉到社區醫院，
費用減少一半。目前，每月醫療費用超七千元，而綜
援每月僅二千多元港幣，入不敷支。」陳伯的女兒陳
月明表示。

港歸長者援助金 中央撥款支持
陳月明表示，家中四兄妹，其中有三人已下崗，

雖經濟困難，但他們都一起出
資幫父親，但長貧難顧。目前
，得到港歸長者緊急援助基金
援助，減輕經濟負擔，感到非
常高興。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
人員最近專門到醫院探望陳伯
，並向他發放一千元慰問金，
令病床上的陳伯非常感動，熱
淚盈眶。

董佩興說，目前，類似陳
伯求助援助基金的居粵港長者
越來越多， 「新家園港歸長者
緊急援助基金」列入中央財政
支持的跨境移居人士支持與發
展試點項目，從今年七月起施

行，率先在廣州、深圳、中山、東莞、惠州、江門、
汕尾六地試點。目前，已收到近百個港歸長者的
諮詢個案，其中求助佔六成，有近三十個審批通
過。

醫療福利與內地難接軌
在受理的個案中，最大年紀九十六歲，最小七十

多歲。他們大部分用光積蓄，加上長年重病及慢性病
纏身，加重生活負擔，生活困難需要援助，不少港長
者呼籲港府盡快撤銷 「生果金」離港限制，讓他們減
輕生活壓力。據悉，港府今年提出 「生果金廣東計劃
」放寬 「生果金」，有望在明年七月施行。

據香港政府二○一一年數據顯示，六十歲以上居
留在內地的港人超過十一點五萬人。由於物價上漲，
內地香港醫療福利不能接軌，近兩年來已有二百多宗
有經濟困難長者因在內地無法應對突發疾病或意外傷
害事件而被迫選擇回港求助。

董佩興表示，今年四月底，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
「跨境移居人士支持與發展試點項目」獲得 「中央財

政支持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服務」的資金支持，向廣東
及福建兩省的准赴港人士及返內地生活的香港居民提
供社會服務。

目前，該項目直接服務近五千人次，以電話、網
絡等方式服務近三萬人次。

【本報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一職已有目標人選，可
能會於本周公布，又說衛生署有合適人選接替
即將離任的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曾浩輝的空缺，
但遴選程序仍在進行中，料需時一個月完成。

多個決策局副局長一職仍然懸空，據悉政
府將會公布新一批副局長人選。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高永文昨日出席一個活動後表示，該局副
局長一職已有目標人選，但仍有內部程序要跟
進，最快於本周公布有關任命。

據悉，出任食衛局副局長的人選極可能是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外務助理院長及護理學
系科研總監陳肇始，陳是護士出身，七十年代
於瑪麗醫院做學護，其後到大學從事學術研究
，現時任職港大李嘉誠醫學院外務助理院長和

護理學系研究總監一職，先後獲政府委任為吸煙與健康委
員會副主席，以及健康與醫療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

至於年底曾浩輝離任後懸空的衛生防護中心總監一職
，高永文表示，衛生署內有適合的繼任人選，但需要正式
的遴選程序，預料要一個月時間完成，一旦有結果會向外
公布，強調本港的傳染病控制，是依賴專家團隊的工作，
而衛生防護中心、醫管局和大學都有很多不同的專家。

高永文再次讚揚曾浩輝是一位非常有經驗、非常投入
和能幹的公共衛生專家，希望對方離任後能以其他身份，
協助本港處理傳染病爆發等方面工作。

田北辰料下周可通過
【本報訊】就長者生活津貼的撥款申請，

各政黨仍然爭議不休。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認
為撥款在下星期財委會獲得通過的機會很大，
主張盡快通過撥款，但工黨主席李卓人則說，
不支持加開財委會特別會議，又重申不支持資
產審查。

田北辰昨日表示，支持下星期二加開財委
會，認為下周一聽完團體意見，有一天時間作
決定已經足夠。他又認為撥款最終會通過，
「現在爭辯的是要拖多久，我就覺得拖一個月

老人家就少一個月（津貼）。」
工黨李卓人則稱，下周一聽完團體意見後，

需要時間整理意見，政府翌日就提交財委會討
論是沒有誠意。他質疑政府為何延遲兩、三星
期後討論，就不能將追溯期定於十月，甚至追
溯至今年七月，並呼籲議員投票要考慮民意。

於前日投票贊成中止待續議案的立法會商
界議員廖長江亦贊成下周召開特別財委會，認
為福利事務委員會屆時已完成公聽會，大概了
解情況。他贊成有資產申報，不過資產上限的
水平則需聽取更多意見。他希望，如果下月才
通過撥款，追溯期能訂為十月。

醫學界議員梁家騮表示不反對召開特別財
委會，至於對於長者生活津貼的立場，他支持
要有資產審查，但細節要再商討。

另外，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昨日出席公開
場合時表示，議員應分清楚長者生活津貼的目標
，究竟是要協助年紀較大的長者還是扶貧， 「設
立入息和資產申報是恰當，因為政府需要審慎
理財，居安思危，否則出現財赤就難以應付。」

律師會免費提供法律諮詢

◀高永文
表示，衛
生署有合
適人選接
替曾浩輝

▲香港專業人士聯會昨日舉辦座談會

海水化淡廠料二○年落成

▲香港律師會的法律周已踏入第二十一年，今年主題為
「搭通法律線，免費攞意見」

◀林鄭月娥
懇請議會以
有需要長者
利益為前提
，盡快於今
個月內通過
撥款申請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長者生活津貼關乎近四十萬名長者的福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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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委會前日通過 「中止待續」議案， 「煞停」長
者生活津貼撥款申請，但政府仍鍥而不捨，當晚向立
法會發出書面通知，爭取星期二財委會重新審議撥款
申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亦先後兩次與張宇人通電
話，直接強烈轉達政府訴求，希望張宇人能夠豁免五
日通知期，在星期二原已安排的財委會時間，繼續開
會討論長者生活津貼撥款申請。

關乎四十萬長者福祉
林鄭月娥重申，長者生活津貼關乎近四十萬名長

者的福祉，政府的籌備工作是一環接一環，必須等財
委會通過才能正式啟動工作。她懇請議會以有需要的
長者利益為大前提，盡快於今個月內通過撥款申請，
讓所有原定籌備的計劃能如期推進。

至於撥款申請議案有無修改空間，林鄭月娥表示
，長者生活津貼是一項要有可持續性、為有需要長者
而設的扶貧措施，動用的公共資源已相當龐大，看不
到有改變的空間。她又認為，有議員要求將這項扶貧
措施變為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是不審慎的做法，因為
全民退保有爭議性，社會仍需討論，如果政府 「屈服
」，會令社會上很多人士對政府失望。

林鄭月娥又強調，新政府成立以來非常重視行政
與立法關係，例子之一為上屆議會休會前，政府押後
改組議案，讓其他有關民生和議員重視的議案可提早
商討，不希望部分議員以今次長者生活津貼的安排來
批評政府破壞雙方的關係。

津貼可追溯至十月一日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星期一會出席福

委會的長者生活津貼公聽會，會後亦會再與議員商討
，爭取在星期二的特別財委會上通過撥款。張建宗重
申，計劃是為長者福祉為出發點，已無空間再押後，

希望議員明白政府的苦衷，不要再阻延計劃，只要財
委會通過，津貼可追溯至十月一日，立場不會改變，
而愈遲通過撥款，長者損失愈大。張建宗強調，當局
對日後優化資產及入息上限，持開放態度。

對於政府要求財委會周二再次討論撥款，財委會
主席張宇人表示，秘書處會盡快發信給議員，由他們
決定是否支持豁免通知期，如果大部分議員回覆支持
，便會在星期二開會審議撥款。他認為，豁免通知期
不會造成壞先例，因為每次情況不同，今次有迫切性
，但即使周二財委會重新討論撥款申請，亦未必可進
行表決。

林煥光籲議員尊重民意
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說，不明白為何現時民意

清晰，立法會仍有議員要求延遲或押後撥款，他了解
社會上有聲音要求政府解決長者貧窮問題，但應以先
易後難的方式，先通過長者生活津貼撥款，然後成立
專責委員會，研究長者貧窮問題。他希望議員尊重大
部分市民的意願，盡快通過撥款。至於津貼追溯期，他
指政府長久以來有嚴格的理財準則，不可隨便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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