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今天在北京表
示，中央政府高度重視並積極支持香港
加入中國─東盟自貿區。在去年11月舉
行的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國務院總
理溫家寶已明確表示，中央支持香港作
為單獨關稅區加入中國─東盟自貿區，
並願意與東盟就此問題加強溝通，商務
部將繼續與香港方面保持密切溝通，並
與相關部門進一步推動東盟盡快作出決
定。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二十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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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馮慧婷報道：對於近日
互聯網和多個網上討論區上廣泛流傳一篇所
謂李嘉誠先生 「傳授五年內買車買房秘訣」
的文章，李嘉誠透過發言人澄清表示，他從
沒有發表過類似言論。

長和系主席李嘉誠昨日透過其擔任主席
的李嘉誠基金會發表聲明，澄清網上的流言
。發言人表示，網上不時流傳很多所謂李先
生的論點或箴言，但很多時候這些內容都未
必是出自李先生。若公眾想閱讀李先生的公
開演辭，可瀏覽李嘉誠基金會網站（www.
lksf.org）；其他與長和集團相關的資訊，則
可瀏覽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www.
ckh.com.hk）及和記黃埔有限公司（www.
hutchison-whampoa.com）的網站。

【本報訊】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13至18日成功訪問了
1778名市民，發現市民對政府整體表現的評價輕微改善，其
中市民最滿意政府 「改善社會福利」及 「提升醫療服務質
素」的表現。調查亦發現，由於暫緩奶粉荒見功，高永文
評分創新高，成為十二位局長中最高分。

在特區政府的表現方面，市民對特區政府整體滿意度
亦錄得0.05分的升幅，得2.56分，反映市民對政府近兩個月
的整體表現有輕微改善。其中，市民最滿意政府 「改善社
會福利」及 「提升醫療服務質素」的表現，兩項均為2.63分
，分別上升0.02分和0.01分。

紓奶粉荒 高永文評分最高
在主要問責官員的表現方面，十五位主要問責官員評

分中，十一位錄得上升，四位錄得下跌。升幅最大的是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及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各升0.07
分，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錄得0.04分的升幅，以3.55
分排在第一位，評分創其上任以來新高，相信是受惠於政
府出招增奶粉供應及限制奶粉出境令奶粉荒得以暫時紓緩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指出，逾七成主要問責官員評分錄
得上升，反映市民對問責官員的工作表現評價有所改善。
然而，市民對特區政府各項表現皆不足3分，低於一般水平
，反映現時特區政府的表現仍未獲得普遍市民的認同，工
作效能有待進一步提升。

【本報訊】立法會人事編制委員會昨日
通過增設一個新的首席經濟主任職位，專責
研究房屋及人口老化問題對經濟的影響，為
期三年。政府經濟顧問陳李靄倫表示，本港
的人口老化問題已迫在眉睫，要研究相關問
題對香港經濟長遠影響以及公共財政負擔。

政府早前建議，開設一個任期三年的首
席經濟主任編外職位，負責監察和預測宏觀
經濟形勢、並注視樓市變化，及以經濟角度
分析人口及扶貧政策等。

立法會人事編制委員會昨日通過有關建
議。不過，有議員質疑政府經濟顧問未有向

政府提供有效的策略性建議，過去對樓市熾
熱問題關注度不足，亦有議員促請當局提高
相關研究報告的透明度。

政府首席經濟顧問陳李靄倫回應表示，
對本港的宏觀經濟一向有前瞻性分析，過去
五年已公布超過一百份專題報告，包括就樓
市熾熱做大量研究，當局近年已不斷增加土
地及房屋供應。陳李靄倫又表示，香港的人
口老化問題已迫在眉睫，須研究人口老化對
香港經濟長遠影響和公共財政負擔，日後將
視乎工作進度，研究是否把新增的經濟主任
職位變成常設職位。

沈丹陽介紹說，東盟方面已於2011年11月接受了
香港加入中國─東盟自貿區的正式申請，並就此進行
了評估。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此前表示，香港是
外向型經濟體，政府會聯繫世界各地的貿易夥伴及相
關國際組織，拓展市場。港府會加強與新興市場的經
貿往來，並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創造有利
的貿易環境，亦會積極尋求與貿易夥伴締結自由貿易
協議。當局爭取加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讓
香港的貨物、服務和投資，能以更有利的條件進入東
盟市場。

作為全球重要的自由港，香港各界亦對加入中國
─東盟自貿區呈積極評價。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
總商會榮譽會長、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此前在接受媒
體採訪時表示： 「加入中國─東盟自貿區能發揮香港
金融、貿易、物流中心的獨特優勢，促進內地、香港
與東盟經濟共同發展。」他並認為，香港以獨立關稅
區的身份加入中國─東盟自貿區得到了中央政府與香
港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香港的參與不但不會對東盟
國家經濟造成衝擊，反而有利於創造區域互利共贏的
局面。蔡冠深解釋，一方面，在貨物貿易方面，香港
本土製造的產品數量稀少，多數商品為內地生產，因
此香港加入自貿區不會對東盟各國市場造成衝擊。

不會對東盟市場造成衝擊
另一方面，在服務貿易領域，香港法律、金融、

會計等現代高端服務業十分健全，專業領域人才薈萃
，能夠為東盟國家提供與世界接軌的服務，並對其服
務業、信息和通訊科技、酒店、旅遊及地產的發展帶
來益處。與此同時，香港作為與紐約、倫敦齊名的國
際金融中心，能夠通過上市融資等方式，為東盟國家
籌措大量資金，以助其經濟發展。

而東盟成員國亦對雙方合作前景表示樂觀，柬埔
寨國務大臣兼商業部部長占蒲拉西此前出席中國東盟
自貿區論壇上表示，近年來東盟各國和香港的經貿往
來不斷增加，香港加入中國─東盟自貿區將更有助於
區域經濟的發展。他相信中國─東盟自貿區的雙邊承
諾將推動合作的深化和更高水平的整合，這種整合將
不斷擴大，最終將香港也納入進來。

中 國 ─ 東 盟 自 由 貿 易 區 （ASEAN – China
Free Trade Area, ACFTA），或稱東盟10+1，是
指由中國以及東南亞國協的10個成員國文萊、菲
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越南、
老撾、柬埔寨和緬甸組成的自由貿易區。已於2010
年1月1日起全面啟動。

東盟自貿區由提出至正式啟動共經歷10年。
起初由於各國在關稅問題上產生意見分歧，進展
相當緩慢。其後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積極主導
下，東盟10國不斷磨合，最終確定於2002年1月1日
正式啟動東盟自貿區。目前，東盟自貿區通過減
少成員國之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增強了各國

的生產率和競爭力。同時亦增強了東盟地區作為
單一生產單位的競爭優勢，促進了盟區內貿易與
投資。

而中國與東盟自貿區亦是關係密切。2002年，
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與東盟10國領導人簽署了
《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於2010年
正 式 成 立 中 國 ─ 東 盟 自 由 貿 易 區 （ASEAN –
China Free Trade Area, ACFTA）。如今，中國─
東盟自由貿易區與歐盟（European Union）、北美
自由貿易區（NAFTA）並稱世界上三大區域經濟
合作區，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還是世界上人
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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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反對派在行政長
官梁振英的大宅僭建一事上大造文章，昨於立法會
提出動議，要求以權力及特權法調查全國政協委員
劉夢熊對梁振英的指控，而議案最後被否決。政府
表示，行政長官已多次就事件公開交代，議會不應
繼續糾纏事件，各界要放下無謂爭拗，共同努力做
實事，以市民大眾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為依歸。

動議由工黨的何秀蘭提出，要以特權法調查梁
振英是否曾獲專業人士就大宅的僭建問題提供意見
，以及梁振英參選時是否向劉夢熊作出承諾。不過

，在建制派議員未有發言下，反對派議員亦只有寥
寥數人發言，因此需要不時要求主席響鐘點人數以
拖延時間，而議案最後以34票反對、26票贊成被否
決。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發言時表示，立
法會已就梁振英大宅僭建事件作多次充分討論，而
梁振英亦已多次公開交代，議員不應在議會內繼續
糾纏，反應讓政府專心一意為市民做實事， 「目前
香港面對很多深層次、複雜的社會、經濟和民生議
題，需要有短、中、長期的解決方法，而解決問題

的先決條件，是政府、議會和社會各界必須共同努
力，放下無謂爭拗，多做實事，以市民大眾的整體
和長遠利益為依歸。」

他表示，行政長官選舉是嚴格按照《基本法》
及相關的選舉法例舉行，選舉是在公開、公平、公
正、誠實和高透明度的原則下進行，任何人認為選
舉內有違法或違規的情況，應該根據有關選舉法例
向執法機關投訴。他續說，據報道已有人就事件向
廉政公署舉報，因此在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
事件是絕無需要和絕不恰當。

【本報訊】前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昨午到廉署協助調查
，逗留了大約4小時，至晚上乘坐七人車座駕離開，期間有
大批記者在場守候，但他沒有回應提問，未知涉及案件性
質。

據悉，劉夢熊在昨日下午3時左右，前往廉署北角總部
助查，至晚上7時15分左右，由司機駕駛白色七人車接載離
開，被在場多達數十名記者包圍車輛訪攝，場面一度混亂，
車輛受阻逾10分鐘始能駛走；其間劉夢熊坐在車廂後座，沒
有向記者解釋到廉署原因。

劉夢熊是上市公司東方明珠石油副主席兼執行董事，較
早前承認上月8日被廉署拘捕，據悉公司早前涉嫌有人在收
購活動中貪污，他其後獲准保釋。

▲劉夢熊昨午到廉署協助調查

劉夢熊到廉署助查

逾七成問責官民望升

▲長和系主席李嘉誠

【本報訊】記者陳錦輝報道：立法會昨就雙普選
動議辯論，反對派議員在動議加上多項修訂，包括要
求行政長官選舉要 「低門檻」、「無提名篩選」及全面
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等限制，最後原議案和所有
修訂均被否決。有建制派議員指出，就政改方案作公
眾諮詢時，並不應有任何前設，但希望政府可預留足
夠時間作諮詢。政府表示，推進政制發展工作不會有
變卦或倒退，會以開放、務實和進取態度聆聽意見。

工程界議員盧偉國指出，按《基本法》的規定，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必須按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
進的原則而定，但提名委員會如何組成，何時為適當
時候作諮詢，要由政府自行判斷，希望各政黨可以理
性包容，求同存異， 「為爭拗而爭拗只會原地踏步，
蹉跎歲月。」自由黨田北俊則希望政府可預留足夠時
間讓社會深入討論，但前提必須是沒有既定立場，做

到真正的集思廣益。
新民黨的葉劉淑儀表示，不認同篩選是不可接受

的說法，因為西方的民主選舉都有篩選機制，只是篩
選是做到公平公正和有透明度，議會不應因有篩選而
反對。她又認為，普選雖然可加強市民的管治參與感
，但普選不是靈丹妙藥，不能解決所有問題，議會內
應有不同界別的代表，做到均衡參與。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表示，政府推進政
制發展的工作不會有變卦或倒退，但當務之急是處理
更迫切的民生問題，包括房屋、扶貧等，政府會以開
放、兼聽、務實、進取的態度聽取意見， 「我們一定
會預留足夠時間讓社會就這兩個產生辦法進行充分討
論，以及完成相關法律程序。」他又希望議員不分黨
派立場，以香港的整體及長遠利益為重，與社會各界
求同存異，凝聚共識，相信一定可以落實普選的目標。

雙普選諮詢動議被否決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
始昨日表示，現時約有15萬雙非兒童在廣東省居住，預料
2017年會增至18.7萬人，當局正評估他們對本港醫療服務的
需求，而北區的醫院已率先加強兒科服務。她又說，當局會
嚴格核查單非孕婦身份，防止有人藉 「假結婚」來港產子。

經民聯的林健鋒昨在立法會提出質詢，要求政府提供未
來五年雙非兒童對本港各項醫療服務及學額的需求評估數字
，他又指，雖然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個案數目，自政府在今
年推行零配額政策後已顯著減少，但仍有中介公司透過不同
方式安排雙非孕婦來港產子，亦有內地網站聲稱可為雙非孕
婦安排預約本年在港分娩的私家醫院床位，要求當局對此進
一步加強行政措施。

陳肇始表示，上月只有22宗雙非孕婦急症室個案，比
2011年尾每月平均約有150宗已大幅減少，但由於病人使用
各項公營服務，是以自己的身份作紀錄，並非以父母身份作
紀錄，因此當局無法提供雙非兒童使用醫療服務的數字。她
又說，現時約有15萬雙非兒童在鄰近廣東省各地居住，預料
2017年會增至18.7萬人，當局正評估他們對本港醫療服務的
需求，而北區的醫院已加強兒科服務。

當局嚴查單非
防假結婚產子

【本報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昨日在
立法會上動議二讀《2013年信託法律（修訂）條例草
案》，建議賦予受託人新的預設權力，以便更有效地
管理信託，同時提供適當的制衡，確保受託人妥善行
使新的權力。香港是亞洲國際資產管理中心，資料顯
示，截至2011年底，本港信託業持有的資產總估值達
26,000億港元。

條例草案提出五大類別建議，即賦予受託人更大
的預設權力；制定適當的制衡措施，以確保受託人妥
善行使新的權力；就某些信託的有效性作出規定；廢
除針對財產恆繼的規則，以及更改針對收益過度累積
的規則。旨在擴大《受託人條例》賦予受託人之預設
權力，如委任代理人、代名人和保管人的一般權力和
拓闊受託人投保的預設權力，以便受託人在信託文書
沒有載列特定條文的情況下，仍能有效地管理信託。
同時建議引入平衡財產授權予人和受益人利益的措施
，亦建議容許設立永久性信託、就財產授予人保留權
力及反強制繼承權規則訂立條文，提高相關法律的確
定性，吸引更多人在港設立信託。

▶譚志源
表示，政
府推進政
制發展的
工作不會
有變卦或
倒退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港信託資產總估值2.6萬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