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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促永久撤外傭稅
【本報訊】新民黨葉劉淑儀及田北辰昨日聯同超過一百

名外傭僱主，到政府總部遊行請願，並向勞工及福利局代表
遞交請願信，要求政府永久撤銷外傭稅，並促請當局立法增
設外傭試用期，以平衡勞資雙方利益。

政府於○八年訂立外傭稅五年豁免期，豁免期將於明年
八月屆滿，田北辰反對政府重推外傭稅，並認為應永久撤銷
稅項： 「本港很多外傭僱主屬雙職家庭，父母均須全職工作
而未能照顧家中老幼，才聘請外傭幫忙。若政府要求他們每
個月額外支付外傭稅，將加重他們的經濟負擔。」

遊行隊伍又促請政府立法增設外傭試用期，葉劉淑儀說
有不少僱主向她反映，因聘請的外傭不符合條件欲解除合約
，但擔心外傭在一個月通知期間疏忽照顧家人，而無奈選擇
給予一個月代通知金作補償， 「再加上機票及其他費用，對
這些雙職家庭來說實是沉重的經濟負擔。」

【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擊敗公民黨的陳淑莊、去年
當選山頂區區議員的自由黨成員陳浩濂，昨日回顧上任以來
的工作時表示，一年多來將重心放在環保、交通、衛生三方
面，爭取山頂區居民支持。他昨日在區內舉行循環回收行動
，逾百名居民到場捐贈逾三噸舊物。他又說，目前暫無其他
黨派在區內 「插旗」。

陳浩濂稱，山頂區居民以中產人士為主，比較關注環保
問題，過去一年，他因應山頂區環保回收箱不足，逐座大廈
詢問，並協助向當局申請增設回收箱，希望增設玻璃和廚餘
回收箱。另外，山頂區缺乏公共交通，私家車較多，在路口
交叉處易造成交通意外，例如舊山頂道到羅便臣道的交匯處
，他希望向當局爭取全面評估山頂交通情況，針對性地改善
問題。衛生方面，家長投訴區內很多小朋友受到蚊患滋擾，
陳浩濂調查後，將多蚊蟲大廈和施工地盤的地點反映至有關
部門，以便跟進。

陳浩濂昨午於麥當勞道設立臨時回收站，開檔不久，已
有十幾位市民紛紛自發用推車、私家車，甚至坐的士，送來
一袋袋家居舊物，包括鞋、衣服帽、玩具、書籍、家用電器
等。陳浩濂表示，這是區內第六次開展回收行動，今年初的
回收行動收集了逾兩噸舊物，但昨日收到的舊物破紀錄地超
過三噸，將全部由香港救世軍接收，部分物品除旗下機構自
用外，也會分發到有需要人士手中。自由黨立法會議員田北
俊亦到場打氣以示支持。

【本報訊】記者汪澄澄報道：由
新家園協會推出的 「世茂新家園助學
金」，今年撥款二百萬元，資助給一
千名新來港學生每人兩千元。協會昨
日在聖公會基福小學舉行頒獎禮，會
長許榮茂表示，希望社會為支援新移
民共同努力。協會執委會主席梁祖彬
則希望受助學生將助學金視為精神上
的鼓勵，努力學習。

由新家園協會推出的 「世茂新家
園助學金」繼去年首次推出後，今年
撥款二百萬港幣，甄選出一百一十多
間學校的一千名學生，向每名學生資
助二千元港幣。協會並於昨日在聖公
會基福小學禮堂舉行頒獎禮，邀請市
建局主席、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中
聯辦社會工作部部長張鐵夫、教育局
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深水埗民政事
務專員莫君虞、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
麗芸、光匯石油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

裁薛光林、長樂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董
事長張閭蘅擔任主禮嘉賓。

出席頒獎禮的許榮茂致辭表示，
希望助學金能紓緩新來港學生的書簿
、文具等開支。本身是新移民出身的
他又說，如何支援新移民的青少年，
不僅是政府的責任，也需社會共同努
力。

梁祖彬則希望受助學生，不僅將
助學金當做物質上的支持，更重要是
看作精神上的鼓勵，希望同學明白，
當他們需要時，社會一定給予支持，
他也希望同學們努力學習，將來為香
港社會服務。

同有新移民背景的嘉賓們，也都
以自己一路走來的心得鼓勵學生。張
閭蘅指出，人生不可能總是平平穩穩
，需以平常心對待身處的境況，慢慢
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新家園協會副
會長郭英成則說，凡事要保持冷靜、

信心和執著，迎難而上。
獲得助學金的鐘聲慈善社胡陳金

枝中學中一學生樊友麗表示，自己會
用助學金購買書本和校服。今年十四
歲的她於一年前從深圳來港，現與父
母和弟弟同住。她說，自己來港之初
沒有朋友，也擔心功課跟不上，但經
過一年努力，她不僅可應對學業，還

利用課餘時間與同學參加學校或社區
的義工服務。

樊友麗的同學呂賢博同樣得到助
學金，十六歲的他於今年八月才從汕
尾來港，雖然廣東話還不流利，但他
不覺自己受到歧視。他積極參加學校
開設的補習堂，適應課程，課餘時間
，則參與賣旗、表演武術等義工活動。

梁振英昨日早上出席 「苗圃挑戰
12 小時」起步禮時致辭提到，過去二
十至三十年來，兩地關係的發展往來
除了越趨密切頻繁，港人對內地亦不
乏關顧。他認為過往較少人歸納和總
結出，兩地除了經濟關係密切，不少
香港企業家在內地賺錢後，都本着
「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精神在內

地做善事，尤其是天災的時候，港人
都會提供支援， 「例如東北山林大火
、華東水災，香港人捐款都是十分十
分之熱烈，亦說明香港人很關心內地
，很願意支援內地有需要的同胞。」

指苗圃助學童值得肯定
他讚揚港人不分階層、不分地區

、樂善好施的精神和行為，海內外聞
名，數十年來，港人都盡最大努力對
外提供協助，除了本港有需要的居民
外，也幫助海內外包括中國內地的同
胞。梁振英又指，苗圃行動在內地運
用香港籌得的善款來建校、改善校內
的環境，培育師資和資助學童上學，
直接幫助他們脫貧，因此該計劃值得

肯定和表揚。

不滿自由行言論非主流
張震遠昨午出席一項新移民助學

金活動時表示，香港近期出現的不滿
自由行等偏激言論，並非主流聲音，
而香港仍是一個開放社會，歡迎新移
民。他又說，自己的上一輩亦是新移
民，因此與新移民感同身受。他鼓勵
新移民擺正心態，將自己當做香港的
一部分，並相信自己不比別人差，為
自己和社會，不斷努力。

同場的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
貞則指出，香港是由移民組成，若沒
有新移民的努力，香港經濟不可能起
飛，而現時本港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
，更需要下一代，包括新移民擔負起
未來發展的重任。她又說，香港重視
下一代，政府有為新移民及非華裔學
生提供一些額外資源，希望新移民學
生建立正確價值觀，秉持實幹精神，
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取諸社會、
用諸社會。

特
首
：

兩地融合關係近期備受關注，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出
席一個公開活動時表示，內地和香港除了經濟關係密切，
在內地投資的香港企業家，都本着 「取諸社會，用諸社會
」 精神做善事，而港人在內地出現天災時，都關心和支援
有需要的同胞。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表示，本港近期出現
的不滿自由行等偏激言論，並非社會主流聲音，香港依然
是一個開放社會。

本報記者 戴正言

CY再穿上童軍制服
向來形象西裝筆挺的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出席本年

的香港童軍大會操時，即場完成宣誓，並穿上制服成為
童軍的一員。他笑說，自四十年前最後一次放下其中學
校服後，今次是首次重新穿上制服，他對成為童軍一員
感到榮幸。

「從今日開始，我就是香港童軍的一員，為此我感
到十分榮幸。」梁振英提到，從一眾童軍的陣容和口令
中，知道香港童軍是紀律嚴明和訓練有素的制服隊伍，
對其高水平表現感到驕傲。他又指出，香港社會未來的
質素取決於青少年的質素，而自己重視青少年的發展，
以及他們在校外所得到的培育和訓練，政府會繼續重視
青少年制服團體的工作，希望能夠繼續支持和配合有關
團體的活動，讓青少年人有全人發展和教育。

梁振英又大讚香港童軍總會，指在會方一眾領導層
努力帶領下，總會成績斐然，他希望今次活動是童軍運
動在香港發展上的新起點和新台階，未來發展能更上一
層樓，提供更加好的活動平台和訓練，令香港有高質素
的新一代。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行政會議成員林奮
強於政府出招打擊樓市炒風前賣樓，被指有 「偷步」
之嫌後，獲行政長官接納暫時休假，多名行政會議成
員昨日均表示支持林奮強休假的做法，認為是明智決
定，可以讓他有時間考慮如何再向公眾解釋事件，並
指政府出招前的保密工作很好，非官守成員不可能知
悉，力撐他毋須辭職。

林奮強在政府出招前出售兩個單位，其中在寶華
軒的 14 樓 B 單位，根據上載在土地註冊處的臨時買
賣合約顯示，買賣雙方在九月二十日簽約，賣方是由
林奮強的妻子蘇載玓代表公司簽名，買方周唯熹是香
港人，委託一間公司代他簽約。單位交易價為九百九
十五萬元，買賣雙方各繳付佣金八萬元及九萬九千五
百元，合約上註明須在十月二十五日完成交易時付清
佣金，並有附加條款寫明 「必買必賣」，即雙方不可
用任何理由取消買賣。

律師伍家賢表示，臨時買賣合約中甚少見到寫有
「必買必賣」的條款，反映其中一方十分希望完成有

關交易， 「通常臨時買賣合約都是涉及一個 『撻訂條
款』，給雙方一個空間決定是否買或賣。」

行政長官梁振英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出席
公開活動時，都未再回應林奮強的賣樓事件。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張炳良重申，政府推出樓市新措施的整個
構思過程，只有直接涉及措施的主事官員參與，政府
在行政會議開會時才提出建議，林奮強不會在行會開
會前得悉。至於社會上對事件的疑問，他相信林奮強
會進一步解釋事件。

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出席一個活動後表示，林奮
強的休假安排適當，可讓林有時間處理賣樓事件的疑
問，他期望對方盡快處理好，返回崗位。他又認為休
假安排不特別，林奮強亦毋須辭職，至於事件會否影
響行會形象和誠信，現時言之過早，但重申政府推出

新印花稅前，行會非官守成員完全不知情，相信林手
上亦無內幕消息。

政府做足保密 力撐毋須辭職
行會成員張學明稱，尊重林奮強休假決定，認為

是好方法讓他有時間釋除公眾疑慮，又指政府出招前
的保密功夫相當好，林奮強沒機會在事前得知消息。
至於他是否需要辭職，張學明認為需視乎事態發展，
但現時指他涉及誠信問題則是言之過早。

行會成員葉劉淑儀表示，林奮強休假是明智決定
，讓他有時間思考如何解答社會上疑問，也可先看廉
政公署有何發現。她承認，事件令她感到行會成員
「好難做」，有任何差池均容易成為目標，因此需要

小心行事。她認為今次事件不會影響行政會議運作，
希望能盡快解決個別行會成員的公信力問題，減低對
行會負面影響。

行會成員挺林奮強休假決定

【本報訊】現屆政府提出二千二百元的長者生活津貼，
負責爭取通過撥款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在議會外不
斷游說議員，議會內就與他們唇槍舌劍。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大讚張建宗處理的手腕，認為有經驗的官員與別不同，而
該黨另一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批評，行政立法關係之間最大的
障礙，是政黨如街市賣菜般討價還價文化。

曾為問責官員的葉劉淑儀讚揚張建宗處理長津的手腕，
認為他向議員展示了誠意，有需要時亦表現硬朗，顯示經驗
豐富的官員功力的確不同。她提到，現時政府人才不足，新
入職的政務官經驗和社會地位亦不足，而現時政府內有很多
新官員，因此需要時間學習。

田北辰批評討價還價文化
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表示，目前行政立法關係之間最大

的障礙，是討價還價文化，質疑是上屆政府造成，並以今次
長者生活津貼的措施為例，指不少政黨都與政府討價還價，
要求提高資產上限，猶如在街市買菜。不過，他亦批評，新
一屆政府的政策有板有眼，但官員推銷欠缺推銷技能。由於
長者生活津貼上月未能通過，立法會本周五的財務委員會將
再審議有關撥款。

葉劉讚張建宗
處理長津硬朗

陳浩濂爭居民支持
三方面改善山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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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名新來港生獲發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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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對內地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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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家園協會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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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沙田
區議會鞍泰選區的原任區議員楊祥利，
因破產而離任，該區昨補選該議席。至
晚上十時三十分投票完結，該選區一萬
一千一百八十六名選民中，有四千四百
○七人投票，投票率達百分之三十九點
四，較去年十一月區議會選舉時四千三
百七十九人投票為高。

楊祥利為民建聯成員，該黨的招文
亮過去兩年一直跟隨他為該區服務，因
今次意外引發的空缺，民建聯派出招文
亮奪回有關議席。在上屆區議會選舉中
，反對派民主黨派出周偉東，而激進反

對派人民力量就派出蘇達良，最終二人
的票數總和也不及楊祥利之多。

眼見有這個空缺，今次民主黨改派
空降的游月華出選，而從民主黨中分裂
出來的新民主同盟，亦派出空降的陳珮
明，再加上再次出選的蘇達良和在九月
立法會選舉中落敗的獨立人士陳國強，
形成五人相爭的局面，招文亮要取勝並
不容易。因此，民建聯十分關注今次的
選舉，該黨的立法會議員包括黨主席譚
耀宗、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李慧琼、
陳克勤和葛珮帆等，都先後為招文亮
站台。

沙田區會補選投票率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