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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展開南極之旅
【本報訊】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在行政長官選舉後，一

直去旅行休假享受，生活十分寫意，其好友經濟民生聯盟副
主席林健鋒昨與傳媒聚會時，就透露了唐英年的最新動向。
林健鋒表示，自己曾到過巴西等美洲國家旅行，覺得甚為不
錯，因此向唐英年推介，結果對方就決定由美洲為起點，遊
玩至南極作為終點，現時已展開極地之旅。林健鋒指，唐英
年乘坐中型的船隻，船身相對較為穩定，而他與太太郭妤淺
和一些友人同行，到南極後更會觀看企鵝，預計要一個月後
才會回香港。另外，林健鋒又表示，經民聯將於本月18日
舉行成立典禮，屆時會介紹經民聯的標誌、架構和成員等。
他透露，現時成員數目已達三位數，但未有具體分工，而經
民聯未來會有更多的研究工作，並會與經濟動力合併，擴大
實力。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行政
長官辦公室昨日再公布委任一名政治助
理，一直盛傳會擔任食物及衛生局政治
助理的 now 寬頻電視新聞及財經資訊
部採訪主任陳凱欣終於入局，今日履新
。陳凱欣是繼上一批 3 位傳媒人獲政
府委任後，第4名獲邀入政府的傳媒人。

行政長官辦公室表示，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高永文向聘任委員會推薦，以陳
凱欣為他的政治助理，並獲聘任委員會
通過。而餘下政策局的副局長和政治助
理任命，政府會再另行公布。

陳凱欣現年 35 歲，於香港浸會大
學傳理學院新聞系畢業，並在浸會大學
取得傳媒管理社會科學碩士學位；2008
年獲浸會大學頒發 「傑出傳理人獎」。
陳凱欣在加入政府前，在 now 寬頻電
視新聞及財經資訊部擔任採訪主任，專
責醫療新聞，並同時擔任醫療節目《杏
林在線》監製。她在加入 now 寬頻電
視前，曾任職無線電視新聞部高級記者
及主播。

政府在上月尾公布一批的問責官員
名單中，五名政治助理中有三位曾任傳
媒工作，包括曾任英文虎報政治編輯的
政務司司長政治助理張秀麗、加入政府
前為明報採訪主任的財政司司長政治助
理羅永聰及任無線電視高級記者的勞工
及福利局政治助理莫宜端。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曾表示，他認為傳媒人最了解社
會脈搏，所以兩任的政治助理都是傳媒
人。

張震遠續任紀常會主席
【本報訊】政府昨日宣布，張震遠再獲委任出任紀律人

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主席，任期由2013年1月1日
至2014年12月31日，為期兩年；而任關育材和胡文新則成
為紀常會的新委員。

張震遠是現任紀常會主席，獲得留任。特首同時再度委
任梁高美懿、高育賢、麥瑞琼和吳麗莎為紀常會委員，任期
兩年，由明年1月1日起生效。梁高美懿亦再度獲委任為紀
常會轄下警務人員小組委員會主席，現任委員何炘基則獲委
任為紀常會轄下一般紀律人員小組委員會主席。

勞建青任薪常會委員
【本報訊】政府昨日委任勞建青為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

件常務委員會委員，任期由明年1月1日生效，為期兩年。
政府表示，行政長官已接納張震遠辭去薪常會委員一職

，於明年1月1日生效。

競逐連任的霍英東集團行政總裁霍震寰表示，今
年是國家經濟轉軌年、政治換屆年，香港與中央關係
也踏入新階段，過去五年作為人大代表，有機會參與
香港與國家發展的事務，是責任也是光榮，期望可延
續服務香港、建設祖國的抱負，故決定參選。

陳勇遞交逾百提名
來自教育界的楊耀忠和劉佩瓊亦報名競逐連任。

楊耀忠表示，作為人大代表是榮譽更是使命和責任，
過去集中關注教育公平和廉政建設問題，今次的政綱
包括建設創新型社會、司法公正、全面貫徹落實基本
法三方面工作。劉佩瓊則表示，會推進香港與內地的
互補交流合作，以及加強香港及內地同胞彼此的認識
及包容。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昨在新界社團聯會榮譽
會長李連生、羅叔清、溫悅球等陪同下，遞交了逾百
提名正式報名。陳勇表示，提名來自社會各界，除有
傳統團體代表、立法會議員、現屆人大代表外，亦有
來自醫學界、教育界等專業界別，自己作為後輩，得
到這麼多前輩的支持，感到很鼓舞。

第一次參加人大代表選舉，陳勇形容，心情戰戰
兢兢，歷屆人大代表都是社會上德高望重的代表，自
己雖然自一九九四年開始服務社區，但要學習的還有
很多。陳勇形容，人大代表是一支球隊，各人來自不

同專業、不同階層，反映不同的意見，體現團隊精神
，期望可透過這個平台，加強香港與內地的溝通，減
少誤會，為社會製造正能量。

姚祖輝：為青年發聲
同日報名的新人，還有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常委

姚祖輝。他表示，自己來自青年界別，亦曾任香港青
聯主席，特別關注青年學業、就業、置業、創業方面
的議題，參選是希望透過全國人大的平台，為年輕人

發聲，為香港青年爭取更多發展機會。而美亞娛樂集
團主席李國興則表示，希望推動香港與內地的文化交
流，特別是加強兩地電影業的合作。

新一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提名期將於本月四
日結束，截至昨日，共有 37 人已報名參選。據悉，
友好協進會將於 12 月中舉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參選
人簡介會，屆時多位參選人都會出席，向友好協進會
會員簡介參選理念和政綱。

【本報實習記者周琳北京三十日電】11月28日
至 30 日，香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京進行了為期三
天的訪問。他在今天下午舉行的媒體吹風會上說，國
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與他會面時明確表示，中央
政府全力支持新一屆政府的工作，亦會配合政府和特
首日後推行的工作。

在北京期間，袁國強會見了外交部、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部、國務院港澳辦等八個部門有關官員，主
要就推動香港未來規劃，繼續加強香港作為國際法律
仲裁中心的地位與各個部門進行溝通。幫助業界發展
，加強國際社會對香港發展獨立司法的信心。

袁國強表示，律政司未來的規劃重點之一是前海
和南山的發展問題。而這個問題已經和相關部委溝通
，希望可以加強當事人採用香港法律和香港仲裁的服

務。這個做法對前海或者南山這些地區吸引投資有幫
助，也可推進香港和內地仲裁服務之間的交流。他還
透露，下月海牙司法會議將在港成立亞太區中心，希
望推動到國際司法在香港的發展，亦加強其他公約國
在港方面的工作。

有媒體追問與有關部門是否談及基本法，袁國強
表示，沒有談及。 「立法是香港的憲制責任，但現屆
政府的工作重點是民生和經濟，要解決房屋和扶貧工
作」。

關於雙非問題，袁國強則表示這亦不在討論範圍
內，並重申當局希望有信心以本港司法系統解決問題
。他表示當局已詳細研究坊間或法律界曾建議的方案
，並已有方向性決定，但因法律觀點和程序問題，現
在不能透露詳情，但有關工作進展正面和良好。

【本報訊】記者吳軍暉、戴正言報道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上午飛抵海南三亞
，將於今日出席泛珠 9+2 各方行政首長聯
席會議。昨日下午，梁振英先後與前來參
會的四川、海南、雲南、福建、廣西五省
區政府團主要領導進行會晤。而梁振英在
三亞會見傳媒時表示，通過經濟持續高速
發展，可較好解決香港長期積存的深層次
問題，包括貧窮、房屋、老年社會和環境
問題。

出席泛珠行政首長會議
梁振英昨日上午11時許抵達三亞喜來

登酒店，經過媒體區時，熱情向記者打招
呼，但未作停留，徑直步入房間。下午 1
點半會見活動開始，梁振英先後與四川省
副省長劉捷、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雲南
省省長李紀恆、福建省副省長倪岳峰、廣
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馬彪舉行會晤。會見前
，梁振英皆先行進入會客室準備，待客人
到達時，步出門口一一握手迎接。會見結
束後，梁振英又會起身，將客人送至門外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邱騰華、行政長官
私人秘書陳嘉信、特區政府駐粵經貿辦事
處主任朱經文等會見時在座。

梁振英在會見結束後向傳媒表示，他
會積極地以適度有為的態度來協助香港的
經濟界發展好香港的經濟，令到香港居民
有更高、更好的收入，有更好的事業發展
機會，以及更好的就業機會。他又指出，
自己是本着這個宗旨首次參加泛珠三角區
域合作與發展論壇。

梁振英又指出，在與四川、海南、雲
南、福建和廣西的會談中，各領導眾口一
詞認可香港經濟實力，和香港在五個省和
自治區下一步發展當中所能起的作用。特

區政府會切實研究共同發展空間，為香港
的產業界，提供在本地和境外，以及內地
更好的事業發展機會。

梁振英說，香港在國家不同發展時期
中所起的作用，和在經濟發展中的得益均
有所不同。過去香港是內地發展所需資金
的主要來源地，但近年和將來的發展趨勢
是，除了作為來源地，香港也可是管道，
即從海外或國際金融市場把資金引入內地
。梁振英又指，國家 「十二五」規劃提出
支持香港鞏固及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
運中心地位，而在鞏固和提升的過程當中
，香港與內地的省、市、自治區是有很多

工作可以一齊做的。他強調，在未來五年
的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特區政府會做好海
外，包括與中國內地合作的工作， 「我們
會做好特區政府在官、產、研、學四者結
合方面，我們應有的、積極的工作，做到
適度有為。」

今日，泛珠各方行政首長聯席會議將
圍繞 「加強泛珠交通運輸體系，推進區域
交通運輸一體化進程」、 「產業轉移合作
」、 「加強泛珠區域與東盟的合作，推動
建立合作機制」、 「旅遊合作」、 「泛珠
內地與港澳服務業合作」中的一個或若干
個議題進行討論。

特首：發展可解決深層次問題

▲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左三）、省長蔣定之（左二）與梁振英舉行會談
本報記者吳軍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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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工時制度，表面上是幫助工人，實
際上是大有衍生不少問題、大增爭拗的可能
。政府和立法會議員必須仔細研究方可立例
落實執行。

標準工時不同於最低工資。年前工人階
層在工資方面惡性競爭，好些新來港人士急
於謀生，不惜索取 「超低」工資，弄致竟有
人月入三千多港元，真是情何以堪。最低工
資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應運而生，政府為低收
入人士爭取起碼的生活費乃理所當然。標
準工時則複雜得很，社會多元化，工種越
多，分工越細，好難樣樣都要 「標準」、一
個樣。

工人 「有返工時間無收工時間」，工時
過長，的確令人難過，但論到 「斬工時」，
很多行業都行不通。酒樓工人一工十四小時
者大不乏人，工時最短的酒樓都非得十一小
時一工不可。酒樓工人除了吃飯，其餘時間
就是企到收工。標準工時可幫助他們。酒樓
之外，寫字樓工呢？這年頭聽得多：大家鬥
遲收工，五點過後，無人敢第一個先收工，
晚晚非做到九點十點不能離開。個別寫字樓
或許可採用標準工時，踏正五點走人，手尾
翌日回來繼續做也不遲。

就是寫字樓中的很多工種，譬如秘書，
老細突然說 「明天我飛美國簽單生意，今天
你幫我草擬合約」。如此緊急，秘書就是捱

通宵也得把工作做妥。傳媒採訪，尤其是突發組，火警
發生，火頭未熄，稿顧不上寫，照片來不及傳送，也是
夠鐘走人， 「話之你翌日報章開天窗」？消防救人，緊
要關頭， 「你救埋我嗰份」？警察捉賊，差點兒捉到了
，看看表， 「算你好彩，走得啦」？醫護方面，急症、
手術正在進行，他們可以臨陣不顧病人傷者死活依時依
候安心回家睡大覺嗎？

隨便舉幾個例子，已可見到一頭煙。標準工時
不能一刀切，處理不當，他日司法覆核勢必大增
，屆時工人告老闆： 「夠鐘不讓我收工」。企
業與機構的正常運作必大受影響，大家都
要三思！

宇文劍

昨日再有六人報名參選第十二屆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包括競逐連任的霍英
東集團行政總裁霍震寰、天水圍香島中學
校長楊耀忠、香港專業進修學院校監劉佩
瓊，以及第一次參選的新界社團聯會理事
長陳勇、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常委姚祖輝
以及來自文化界的李國興。

本報記者 馮慧婷

▲陳勇希望加強香港與內地的溝
通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姚祖輝冀為港青爭取更多發展
機會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霍震寰期望可延續服務香港、
建設祖國的抱負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三十日電】發展局局長陳茂
波今天在北京表示，在京期間，與住建部、水利部及
北京市等部門進行了良好的溝通，取得了不少成果。
在與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會面期間，他們就新界東北
的發展計劃交換了意見。他並引述張曉明的話說，注
意到香港社會對該計劃有討論，希望特區政府處理好
大家提出的各方面要求。

在此之前，張曉明在內地出版的十八大報告輔導
讀本撰文《豐富 「一國兩制」實踐》。文中提及香港
應適時完成廿三條立法等問題。據陳茂波介紹，張曉
明在與他會談中主動提及此文。並表示該文是他站在

自己的角度對中央實施 「一國兩制」的解讀。
據悉，在與水利部副部長矯勇會面期間，陳茂波

介紹了香港在節水方面作了很多嘗試，希望通過 「先
節後增」實現2030年節水2.4億立方米的目標。他還
介紹了未來特區政府建設海水淡化廠、更換老化供水
管道等方面的情況。水利部方面也表示將保證東江水
供應。

此外，在住建部審批後，香港一批承包商也得以
在內地發展。據悉，目前有 1500 多名香港專業人士
取得內地資格證，270名建築、測量師在CEPA政策
先行先試下在廣東執業。

袁國強指中央支持特首

陳茂波訪京晤張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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