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於反對派引用《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要求
2017特首普選必須符合的所謂 「國際標準」 。多名政界人士指出
，《公約》25條B回歸前後都未適用於香港，直斥反對派以偏概
全。他們亦強調，世界上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選舉標準，而香港的
選舉是 「一國兩制」 下的地區選舉，外國的經驗僅供參考，不能
完全照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則表示，相信各界有
足夠智慧想出達至普選目標的方法。

本報記者 戴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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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反對派為求目的以偏概全

梁振英周六出席博鰲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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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銳

昌平旅遊 資源豐 品牌多
美食、購物、採摘、創意體驗……農業嘉

年華舉辦兩周以來，已有超過11萬市民前往昌
平參觀體驗。同期，第十屆昌平溫泉文化節也正式拉開帷幕。市民在沉
浸綠色農業的同時，還可以體驗打高球、賽真槍、泡私湯的樂趣。

農業嘉年華是北京昌平繼成功舉辦了世界草莓大會後的又一農業盛
會，這不僅匯聚了 「人氣」，也將帶動昌平區農業、旅遊的增收。在昌
平區崔村鎮天潤採摘園中，記者看到，一顆顆草莓像紅寶石一樣散落在
綠葉中，很多市民帶孩子正忙採摘。據悉，今年草莓博覽園周邊的
採摘量比去年同期增加30%左右。

全力打造 「大旅遊」
近年來，北京昌平不斷用現代經營理念和管理方式改造提升旅遊行

業，力打造 「吃、住、行、遊、購、娛」於一體的旅遊產業體系。在
第十屆昌平溫泉文化節期間，昌平區旅遊委將舉辦贏在昌平、昌平style
．旅遊線路品鑒活動、社區旅遊直通車等10餘項活動，吸引市民參與其

中。昌平區旅遊委為遊客推出了打高球、賽真槍、品美酒、泡私湯等精
品線路，同時面向高檔社區通過廣招單身青年參與 「泉城熱戀」，為新
人舉辦 「泉城熱戀」集體婚禮。此外，還將舉辦 「美在昌平」系列活動
，即： 「美在昌平」攝影采風、 「美在昌平」講解員大賽、 「美在昌平
」主持人大賽和 「美在昌平」走進小湯山文藝演出。

農業嘉年華、溫泉文化節只是昌平區打造旅遊品牌的一個縮影。近
年來，昌平區通過舉辦世界草莓大會、小湯山溫泉文化節、魔術大會、
蘋果節等一系列主題活動，持續打造了 「踏雪尋莓」、 「網絡票選」、
「溫泉文化展」等一系列具有昌平特色的旅遊活動品牌，有效拉動了全

區旅遊收入的整體快速增長。

旅遊收入居京郊首位
據昌平區委常委、副區長孫啟介紹，昌平區每年接待中外遊客均超

過千萬人次，旅遊經營收入穩居京郊首位。2012年昌平區累計接待國內
外遊客1450萬人次，實現旅遊收入89億元，無論是接待人次，還是旅

遊經營收入，均位於京郊首位。
連續十年舉辦的溫泉文化節已經

成為昌平旅遊的標誌性活動，逐漸樹立
起了品牌形象。昌平區旅遊委主任袁麗民介
紹，目前，昌平旅遊業已經形成規模和氣候，昌平圍繞促進旅遊休閒、
文化創意、商貿流通等產業融合發展，加大了對旅遊資源的整合開
發力度，引進知名旅遊策劃企業，對十三陵明文化景區、湯泉古鎮
、溫榆河沿線等區域的旅遊資源進行整體包裝策劃，
大力推動文化旅遊、鄉村旅遊、民俗旅遊，
目前全區已基本形成了名勝古蹟、自
然風光、現代娛樂、康復療養、
休閒度假、知識博覽、民俗風情
、觀光農業、溫泉會展等九大旅
遊產品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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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墨西哥總統恩里克．培尼亞．涅托將於周五
蒞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兩天正式訪問。行政長官梁振英
將於明日在香港禮賓府與墨西哥總統進行雙邊會談。

【本報訊】行政長官梁振英將於
星期六及星期日到海南省出席博鰲亞
洲論壇2013年年會。今屆年會的主題
為 「革新、責任、合作：亞洲尋求共
同發展」。抵達博鰲當晚，梁振英將
於香港特區晚餐會發表主題演講。4月
7日上午，他將出席年會的開幕大會。

陪同行政長官出席年會的官員包
括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邱騰華、行政
長官副私人秘書蘇惠思和助理處長（
傳媒）歐陽力。

梁振英離港期間，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將署理行政長官職務。

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將於本
月6日至8日在海南博鰲舉行。國務委
員楊潔篪日前在兩會記者會上指出，
這次會議規格和規模將超過以往歷屆
年會，將成為一次促進亞洲和世界共
同發展的盛會。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應
邀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開幕
大會並發表主旨演講。

文萊蘇丹哈桑納爾、哈薩克斯坦

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緬甸總統吳登盛
、秘魯總統烏馬拉、贊比亞總統薩塔
、芬蘭總統尼尼斯托、墨西哥總統培
尼亞、柬埔寨首相洪森、新西蘭總理
約翰．基、澳洲總理吉拉德、阿爾及
利亞民族院議長本薩拉赫、蒙古國家
大呼拉爾主席恩赫包勒德、第67屆聯
合國大會主席耶雷米奇等外國領導人
和國際組織負責人將應邀來華出席年
會。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聯席
主席兼董事比爾．蓋茨、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和索羅斯基金管理
公司創始人喬治．索羅斯等重量級嘉
賓亦將出席本屆年會。

博鰲亞洲論壇是一個非政府、非
營利性、定期、定址的國際組織。論
壇由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澳洲前總
理霍克及日本前首相細川護熙於1998
年倡議，並於2001年2月27日正式宣告
成立。中國海南博鰲為論壇總部的永
久所在地。從2002年開始，論壇每年
定期在博鰲召開年會。

【本報訊】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
日展開在韓國首爾的考察活動，視察
當地的回收及轉廢為能設施，並了解
當地推行的廢物徵費系統，作為日後
香港制訂相關環保政策的參考。

黃錦星首先到訪松坡資源回收中
心，該中心利用厭氧分解技術，每日
最高處理450公噸廚餘。韓國自1998年
起實施廚餘回收計劃。黃錦星認為該
中心有效處理回收的廚餘，其成功經
驗值得香港借鏡。黃錦星隨後視察麻
浦轉廢為能設施，了解廢物處理技術
的發展。該設施以焚化方法處理都市
固體廢物，並在過程中產生電力。

下午，黃錦星參觀了衿川區的住
宅及商業區，實地了解在韓國全國推
行的廢物按量徵費制度及廚餘回收系
統的運作。這項制度自1995年實施，
成功減少都市固體廢物的產生及增加
回收率。在徵費制度下，當地居民須
將廢物棄置於預繳的指定垃圾袋。黃
錦星認為當地的廢物徵費系統十分全
面，在徵費以外亦配合宣傳教育及有
效監察以打擊非法棄置垃圾，成功令
居民養成源頭減廢及分類的習慣，成
效顯著。黃錦星今日將繼續考察首爾
的其他回收及廢物處理設施。

三月天氣較正常溫暖

道路安全議會推新網

黃錦星展開首爾行
盛讚廢物徵費系統

墨西哥總統周五訪港

【本報訊】香港天文台昨日表示，受日照偏多及頻密的
溫暖海洋氣流影響，上月份遠較正常溫暖，全月的平均氣溫
為20.5度，較正常高1.4度，是歷來第八暖的3月。

今年3月的平均最高氣溫23.5度，是有記錄以來3月份的
第四高。由於上半月持續天晴，該月總日照時間為127.4小
時，較正常高約40%。下半月的連場大雨，在一定程度上彌
補了自1月以來雨量偏少的情況。月內共錄得130.5毫米雨量
，較正常數值多約59%。

【本報訊】三維打印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套製作公司
UCreate3D宣布在香港開業，以滿足香港及珠三角高消費顧
客日益增長的需求。UCreate3D是亞洲率先為顧客提供訂造
三維打印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套的電子平台之一，顧客可透
過簡易的互聯網界面，訂購及繪製或以相片印製充滿個人特
色的三維打印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套。

來自荷蘭的創辦人之一Koen Munneke表示，香港人
消費力高，而且願意花費於個人手機及平板電腦套上，手機
套的市場潛力非常龐大。Munneke表示： 「香港鄰近內地，
兩地商家接觸方便又頻繁。在香港創業讓我們更能了解內地
市場情況，有助我們日後的擴充計劃，方便開拓內地及世界
各地市場。」

各界促勿亂引國際公約
【本報訊】機電工程署昨日通知 「信科工程有限公司」

，吊銷其 「註冊升降機承辦商」的註冊六個月，由5月1日開
始生效。

機電署已於3月18日向信科發出書面吊銷註冊意向通知
，信科並沒有在接獲通知後的14日內提出申辯。該署亦於同
日通知所有受影響的升降機負責人，並提供協助。直至昨天
，受影響的92座大廈，已全部開展更換註冊承辦商程序，當
中26座已安排新註冊承辦商接手保養工作，49座亦已收到其
他註冊承辦商的報價，餘下的17座正在安排其他註冊承辦商
報價。機電署會繼續跟進有關安排。至於早前有8部由信科
負責保養的升降機，因未能符合 「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
實務守則」的規定，而被機電署暫停運作，信科已完成當中
5部的維修工作，並恢復其運作；其餘3部亦已由新承辦商接
手保養，跟進其所需進行的維修工作。

行政會議成員、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羅范椒芬說，《公約》25條B，是指
選舉權要普及而平等，並無指提名權
和被選舉權，而且該條文在回歸前後
都未適用於香港。她又說，雖然香港
不實行《公約》25條B，但《基本法》
對普選辦法的規定，即特首由一個有
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
提名後普選產生，亦符合《公約》對
普選的定義。羅范椒芬又強調，香港
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特首選舉屬於
地方選舉，因此特首 「一定要和中央
溝通得到，才能管治好香港」。她又
相信，大部分市民都會認同全國人大
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早前提出
的特首選舉兩大前提，即符合《基本
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 「決定
」，以及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
任行政長官，她亦認為，喬曉陽的講
話並無完全排除反對派，在香港與中
央對抗的人只屬少撮人。

不能盲目照搬外國經驗
行政會議成員、全國政協委員林

健鋒指出，每個地方的選舉制度，都
要符合當地實際情況。世界上好多民
主國家或者地區，都不是 「一人一票
」。而《基本法》第45條已講明，行
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的實際
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

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
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林健鋒表示，香港的選舉是 「一國
兩制」下的地區選舉，外國的經驗可
以參考，但必須考慮香港各方面的背
景，至於什麼方法最適合香港，需要
各界理性商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盧瑞
安指出，反對派拋出的 「國際標準論
」，完全是 「以偏概全」，其實是根
據個人的目的曲解《基本法》。他續
稱，世界上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選舉標
準，即使在美國，其總統的提名機制
亦不是 「一人一票」，而是通過既有
程序篩選出來。他強調，香港社會絕
不能偏離《基本法》去討論普選方案
，而提名委員會是基本法最初制定時
已規定存在，不同候選人都可透過該
機制公平參與特首選舉。

當局繼續聆聽各界意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豪輝表示，

《基本法》列明由提名委員會提名普
選行政長官的候選人，但沒有講到具
體的選舉辦法，但是否一定要借鏡其
他地方則有待討論。他又指，每個地
方都有不同的情況，因此要因應當地
的法律、社會情況和行政方法來定出
選舉的方案， 「不是盲目照搬其他地
方的選舉方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認為，社
會上部分人強調要做到 「國際標準」
的普及而平等，要有行政長官的提名
權和被提名權，但被提名權在各地方
的情況都不一樣，例如英國的首相是
由議會佔多數議席的政黨推舉，並非
由選民一人一票選出，而美國總統亦
是行選舉人票制度， 「每個國家或地
域都要按其歷史和文化，制訂適合他
們的制度，以反映該地方的需要。」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
出席一個晚宴前表示，政府現正就政
改諮詢作準備工作，指政府始終都會
展開諮詢，現時會聯絡各界和聆聽意
見。他強調，政府過往就政改展開的
五部曲，每個步驟都有基礎，而未來
展開相關工作時，亦會按照《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的相關規定，又相
信各界有足夠智慧想出達至普選目標
的方法。

▲羅范椒芬指出，作為特首一定要
和中央溝通，才能管治好香港

▲林健鋒
指出，每
個地方的
選舉制度
，都要符
合當地實
際情況

▲盧瑞安斥責反對派拋出的 「國際
標準論」 ，完全是 「以偏概全」

▲馬豪輝認為，香港不能盲目照搬
其他地方的選舉方法

【本報訊】道路安全議會昨日推出全新網頁，新增了四
個道路安全的宣傳重點，最新消息提供最新資訊及連結，以
嶄新面貌發放道路安全信息。

網站的首頁新增了四個道路安全的宣傳重點，包括 「反
酒後駕駛」、 「反毒後及藥後駕駛」、 「單車安全」及 「行
人安全」。版面亦設有 「最新消息」，提供最新資訊及連結
，讓市民能更快捷地了解議會的動向。新網頁符合萬維網聯
盟無障礙網頁內容指引，確保道路安全信息能傳送給所有人
，不只包括殘疾人士，亦包括長者、受色盲困擾的人士，以
及認知和身體有問題的人士，例如有讀寫困難、癲癇病等。
網頁亦加強相片集、宣傳片等多媒體內容，讓市民可以重溫
各項宣傳活動及道路安全電視宣傳短片。

▲黃錦星（前排右二）昨日展開在韓國的考察活動，與立法會訪問團參觀松
坡資源回收中心，了解該中心如何利用厭氧分解技術處理廚餘

3D手機套公司落戶香江

信科下月起釘牌半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