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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民建聯昨日前往九巴總部請願，強烈反
對九巴向政府申請明年大幅加價 8.5%。民建聯表示，
九巴申請票價加幅高於通脹，平均每程加幅為 0.53 元
，無充分考慮市民的負擔能力，忽視應有的社會責任。
民建聯亦要求九巴推出更多車資優惠，包括長途車程車
資優惠。

民建聯表示，不少低下階層正面對通脹壓力，生活
困窘，市民難以承受九巴申請的 8.5%的票價加幅，九
巴提出如此高的加幅沒有充分考慮市民的負擔能力，忽
視應有的社會責任，民建聯對此表示強烈反對。

民建聯認為，九巴的服務未符市民的期望，要求九
巴採取五項措施，降低成本和改善服務，包括降低各類
營運成本，致力增加其他非車費收入，積極重組路線減
低營運成本等以紓緩加價壓力，以及推出更多車資優惠
，例如更多轉乘優惠包括長途車程車資優惠。

民建聯還要求九巴研究於行走相似路段的巴士線
，劃一尾程分段收費，增加公司透明度，讓公眾密切
監察其營運帳目，以及使用更環保巴士減少對空氣環
境污染。

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昨日上午在環球貿

易廣場出席由香港公益金及新鴻基地產合辦的 「勇闖
ICC-100─新地公益金慈善跑」啟步禮。圖示曾俊華
（前排中）與其他主禮嘉賓在台上主持啟步儀式。

【本報訊】忙為明年的預算案做諮詢工作的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最新一期網誌中變身 「影評
人」，分享觀看《智破天凶城》（Skyfall）後的感
受。他表示，電影中出現的神奇法寶固然能夠吸引
眼球，但在現實世界中，能夠真正解決問題的，可
能還是那些無新意、平平無奇的匕首。不知是否暗
示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不會有太多新措施？

「電影迷」曾俊華早前趁周日空檔，忙裡偷閒
與 太 太 觀 看 007 鐵 金 剛 新 片 《 智 破 天 凶 城 》
（Skyfall）的早場。曾俊華在網誌中透露，到戲院
看戲，是他和太太多年來拍拖的指定節目之一，上
世紀的 80 年代，他們住在九龍佐敦，幾乎每個星
期都等孩子上床睡覺後，到附近的戲院看午夜場，
主要是看當時有氣勢的港產片，入場前買上兩根甘
蔗，享受一個甜蜜的光影夜晚。

談及自己的感受，曾俊華感嘆，英雄也是人，
開槍不可能百發百中，體能測驗也可能 「肥佬」，
但有一些東西是不變的，例如對國家、人民的忠誠

，在逆境下的不屈不撓。他還特別提到電影沒有再
為007設計新的神奇法寶，他使用的工具，除了那
台舊款的Aston Martin跑車，就只有一支槍、一部
小型無線電發報機，和那把最後用來殺死壞蛋Silva
的短匕首。

曾俊華說，過去電影中出現的神奇法寶固然能
夠吸引眼球，但在現實世界中，能夠真正解決問題
的，可能還是那把了無新意、平平無奇的匕首。

曾俊華更頗甚玩味地寫道， 「由 Dame Judi
Dench飾演的軍情六處主管 『M』出席下議院調查
委員會聆訊一幕，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她被議員
圍攻的窘境，固然令我感同身受（一笑），她在總
結發言時朗誦出十九世紀英國著名詩人 Tennyson
的作品Ulysses，更是畫龍點睛。」

他不單原文引述 Ulysses 的句子，還特意譯作
中文： 「哪怕成敗已逝，哪怕不復強勇，哪怕再無
力覆地翻天，時命難違，雄心，猶自憶鳴鏑（能發
出響聲的箭），探求不止，奮鬥不息。」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 「《基本法》嘉年華 2012」昨在沙田
大會堂廣場舉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表示，政府有很大決心，
落實人大常委會有關普選的決定，會在適當時候向立法會提交2017年普
選行政長官的報告。譚志源今日將到訪北京，拜訪外交部及國務院等，亦
會出席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的晚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出席 「《基本法》嘉年華 2012」時表
示，政府有很大決心，落實人大常委會有關普選的決定，但當中最困難是
在立法會爭取 2/3 票數支持。譚志源說，不論是 2005 年的政改，還是
2010年的政改，政府總結了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故2016和2017年的方案
會吸納以往的經驗，廣泛諮詢各界市民，亦會廣泛聆聽各界意見，有決心
之餘，亦有耐心，盡量找尋最大的共通點，以落實普選行政長官一事。

適時提交普選特首報告
至於落實行政長官普選時間表，譚志源表示，政府會在適當時候向立

法會提交有關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報告，但現時未有具體時間表。
此外，譚志源今日將到訪北京，行程包括拜訪外交部及國務院等，並

與在北京的港人會面，了解他們的需要。譚志源亦應邀出席香港台灣商貿
合作委員會的晚宴，他表示，希望任期內港台雙邊關係有發展，特別是推
出類似CEPA的合作框架。

在 「《基本法》嘉年華 2012」上，亦舉行了《基本法》紀念品設計
比賽舉行頒獎典禮。比賽分別由陳子偉及吳俊杰奪得冠軍及亞軍，而季軍
則由周啟駿及周曉彤奪得。

《基本法》紀念品設計比賽由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轄下的工商專業
界工作小組（工作小組）主辦，並獲香港設計中心支持，旨在加深工商專
業界人士及公眾對《基本法》的興趣和認識，並同時推廣創意設計。

工作小組發言人表示，很高興看到不同的參賽作品都別具創意，參賽
者亦以不同的紀念品設計展示了《基本法》的精神，工作小組會繼續藉不
同形式的推廣活動，讓業界更認識《基本法》。

【本報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今日啟程前往
北京，作為期兩天的訪問。這是鄧國威自今年7月出任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後首次訪京。

在北京期間，鄧國威將禮節性拜訪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並會拜訪國家行政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
及外交學院，就公務員培訓事宜交換意見。鄧國威將於
12月4日晚上返港。

另外，應外交部的邀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
書長張瑤今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訪問團赴北京，進
行一連三日的訪問。

在北京期間，訪問團一行 11 人將與外交部多個司
領導會面，了解外交部的工作，亦會禮節性拜訪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及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其中，張
瑤將於 12 月 5 日返港，而訪問團的其他成員於 12 月 5
日至7日會到福建省與當地官員會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言人表示，這次訪問是根據香
港特區政府與外交部之間的既定互訪安排進行的，自
1999 年起，香港特區政府與外交部每年互訪一次，加
強彼此的溝通和交流。

【本報訊】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發表的
「局長隨筆」，以《鼓勵義務提供法律意見》為題，

談論到該局與法律界合作聯手推動義務法律服務，向
市民提供免費法律意見的種種方法。

曾德成在文章中指出，包括立法會議員在內的社
會人士關注到近年司法領域出現的一個狀況，就是沒
有律師代表的訴訟人個案增多。

計劃涵蓋區院至終審庭
有議員相信這些訴訟人因不願付高昂律師費，又

未能符合法律援助的要求而決定由自己打官司，可是
這些人面對訴訟，因不認識相關的法院規則及程序，
甚至不認識本身權利，這不單不利於他們本身的訴訟

，也在訟案的推進及審訊過程中給法庭帶來困難。
曾德成續稱，為協助這些訴訟人，以及在法律界

推廣志願服務的文化，民政事務局將會推出為期兩年
的 「為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供法律意見的兩年期試驗
計劃」，服務對象涵蓋區域法院、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及上訴法庭，以及終審法院與訟雙方。

彭鍵基法官任委員會主席
文中指出，在高等法院大樓已設立辦事處，裡面

將會有社區律師以個人身份或透過律師行以義務性質
參與計劃，向沒聘用律師作代表的市民提供免費解釋
法院規則及程序；法庭文件、法庭頒發的命令；訴訟
涉及的訟費及訟費評定；執行判決或命令的程序；提

出上訴程序等法律知識。
民政事務局並成立了督導委員會，由具有豐富公

共服務及司法經驗的彭鍵基法官擔任主席，成員包括
來自社會福利、專業及學術等不同界別的人士，就試
驗計劃的政策、運作及未來路向提供意見。

對於參與計劃的社區律師，曾德成表示政府將向
他們發酬金，但基於法律專業向來有提供義務服務的
優良傳統，一部分律師或會不收取報酬義務提供服務
，而政府會繼續制訂政策措施，進一步促進這種義務
服務文化，讓有志於公益的法律專業人員樹立榜樣。

曾德成續謂，為推廣義務法律服務，民政事務局
剛於本月中舉辦了 「義務法律服務表揚計劃」，表彰
為市民提供義務法律服務的法律專業人員。表揚計劃
反應踴躍，分別有254位法律專業人員獲個人組獎項
，及31家律師行獲公司組獎項。這些法律專業人員均
在去年7月1日至今年6月30日期間，提供至少25小
時的義務法律服務。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就標準工時
應否立法，勞工處助理處長陳圳德昨日表示，
政府會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制訂標準工時，又
認為本港不應直接套用海外經驗。勞工顧問委
員會資方代表劉展灝則表示，本港目前無薪超
時工作情況不算嚴重，擔心推行標準工時會影
響人力資源彈性，增加企業的成本，影響企業
競爭力。

政府早前向勞工顧問委員會提交標準工時
研究報告，陳圳德昨日在港台節目《城市論壇
》說，若最終要設立最高工時，需要考慮是否
設有豁免安排，例如不涵蓋公司管理層，以及
提供危急服務的工種。他認為不應將任何一個
地方的經驗直接搬到香港，因為香港社會結構
與外地不同，希望在社會商討後，會找到適合
香港的標準工時模式。

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吳慧儀則說，
香港工時過長是不爭的事實，勞工界對標準
工時立法已有共識，她不滿資方在未進行正
式討論，便已表態不支持。她指討論最低工
資初期，資方也曾聲稱會造成中小企倒閉潮
，但結果是本港經濟至今未見在最低工資下
受明顯影響。

劉展灝昨日在電視節目《講清講楚》上表
明，不贊成標準工時立法，商界憂慮立法後會
大大增加成本開支，尤其削弱中小企競爭力；
加上最低工資推行不久，認為勞資雙方應透過
商討，研究以鼓勵方式推動。劉展灝表示，不
少國家已有標準工時，但香港是否應該 「人有
我有」，就要視乎香港的條件及環境，香港以
零售及服務業為主，若縮短工時，未必適合。

他又表示，許多西方國家多年前已實行福利制度，但
部分例如西班牙及希臘陷入經濟問題，香港需要思考
是否跟隨。

2012年豐銀行慈善基金撥出1,800萬港元推動 「
豐社區夥伴計劃」，並首度以 「認識你的社區」為主
題，計劃共資助 265 多個項目，令 44 萬人受惠。並於
昨日在中環遮打道舉行 「豐社區節」，全港 18 個區
的受惠社區機構以地區為單位，設置攤位並舉辦有特色
的活動，推廣地區文化。

計劃符合社區實際需要
行政長官梁振英主持社區節開幕禮時說： 「社區夥

伴計劃」符合香港社區的實際需要，尤其肯定了計劃把
青少年、長者、傷殘人士作為受眾群體。他說，計劃從
家庭、教育、復康、環保四方面展開，其衍生、發展過
程自下而上，完全由社區人士主導，符合他在競選時就
地區行政、地區管理所提出的 「地區問題，地區解決；
地區機遇，地區掌握」之主張。

他續謂，此次在本港商業中心舉辦的社區節，體現
了 「企業、社會、責任」的關係。他強調，企業應承擔
對人和地球的責任，是此活動就是商界出資出力為社區
做貢獻的例子。

非政府組織可申請資助
豐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表示，豐深信社區蘊

藏強大潛能，亦不遺餘力推動社區發展及公益活動。他
指出，此次夥伴計劃集合政府部門、私營機構及非政府
福利機構，旨在共同建立社區資本，激發社區潛力。計
劃面向全港18區的NGO，機構可通過網上申請得到撥
款資助。

出席開幕禮的還包括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陳甘美華、
社會福利署署長聶德權和豐香港區總裁馮婉眉等。

多區推動文化共融計劃
昨日的社區節裡，申請夥伴計劃的機構紛紛亮相，

積極宣傳地區文化。九龍城區的烏都鄰舍中心推出 「濃
情匯聚豐盛心共融計劃」，促進香港市民與穆斯林少數
族裔之間的交流，香港青年通過學習異國語言、探訪南
亞裔家庭等，了解巴基斯坦文化，促進雙方互融。

另來自東區協青社 「嘻哈學校」的 15 個年輕人表
示，通過參加為期半年的 「東區閃耀齊起舞」資助項目
，他們將在東區的景點展示舞蹈，表現東區的特色和活
力。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出席 「豐社區節」
致辭時表示，他將堅持 「地區問題，地區解
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 之競選政綱，並
希望企業承擔對社會和市民的責任。豐慈
善基金今年推出的 「豐社區夥伴計劃」 惠
及本港多個非政府組織（NGO），受惠機構
以地區為單位，舉辦攤位遊戲，向市民和遊
客宣傳地區文化。

本報記者 張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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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昨為豐社區節揭幕

民政局推義務法律計劃

汲取過往經驗 將作廣泛諮詢

譚志源：普選特首必落實

▲譚志源表示，政府有很大決心落實人大常委會有關普選特首的
決定

▲市民參與 「《基本法》嘉年華2012」 的攤位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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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昨日到九巴總部抗議瘋狂加票價

鄧國威張琼瑤今訪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