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建聯新一屆中央委員會選舉昨日結
束，在增添兩個中委名額下，共有14名新
人晉身中委，最年輕的只有29歲，而今屆
中委的平均年齡較上屆低。民建聯主席譚
耀宗表示，該黨銳意年輕化，希望加強新
人承接，讓他們在中委會中擴闊視野。民
建聯將於本周五（19日）選出新一屆領導
層和常委，據悉現任秘書長彭長緯及新社
聯理事長陳勇將雙雙轉任副主席。

本報記者 陳錦輝

民建聯14新人晉中委
周五選舉新一屆領導層

中環軍用碼頭 南面闢行人道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星期二A15港聞責任編輯：蔡向陽

政 壇 小 八 哥

【本報訊】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
昨日展開訪京的行程。曾德成昨午與文
化部副部長趙少華會晤，就文化合作和
發展交流意見。他表示，香港特區政府
與國家文化部及內地多個省市先後簽署
了文化交流合作協議，為文化藝術界搭
建交流平台，進一步促進在文化行政管
理、人才培訓、籌辦大型文化活動等多

方面的交流合作。
曾德成說： 「香港與內地的文化藝

術交流日益頻繁，既為文化藝術工作者
創造更多發展機會，也有助促進文化融
和，以及共同弘揚和傳承中華文化，推
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期待未來兩地在
文化上會開展更多合作項目。」曾德成
又感謝文化部支持香港在國際上，尤其

是在亞洲地區開展文化
交流和合作。

曾德成昨早還參觀
了中國國家圖書館，聽
取館長周和平介紹圖書
館的館藏、設施和各項
服務。另外，曾德成亦
訪問了國家新聞出版廣
電總局，了解內地新聞
出版，以及廣播和電視
業方面的工作。

不少政黨的籌款晚宴都會廣邀政界中人及政府官員參加
，但反對派公民黨卻 「別具一格」，其本周五舉辦的成立7
周年籌款晚宴名單，並無高官。黨魁梁家傑解釋，他們只是
邀請在立法會不同的小組委員會上見到的官員，可謂相當 「
隨興」！如此既不 「專業」，也無誠意，難怪公民黨表示暫
時沒有任何司、局長表明會參加晚宴。不過，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高永文以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就 「畀面」各
自買了半圍酒席。

至於籌款情況，據悉晚宴上眾多公開競投項目中，有全
國政協常委唐英年捐的一箱12支1990年金鐘莊園出產的靚紅
酒以供拍賣，以酒會友；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陳智思亦捐了一幅他所畫的點畫的簽名複本，陳智思從
不在畫作上簽名，今次捐出簽名複本相當難得。

公民黨籌款晚宴別具一格

曾德成訪文化部促合作

【本報訊】記者韓毅報道：重慶
市市長黃奇帆昨日率經貿代表團先後
拜會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中
聯辦主任張曉明及長和系主席李嘉誠
。黃奇帆與梁振英在禮賓府共進午餐
。會晤期間，渝港達成一致共識，雙
方將在渝新歐戰略大通道、利用香港
離岸人民幣市場、房地產、承接港企
沿海產業轉移、城市管理互動交流等
領域深化合作。黃奇帆強調，渝港在

上述五方面的合作既有戰略性，又有
操作性。

黃奇帆介紹，重慶是地處內陸的
直轄市、國家中心城市，有別於京、
津、滬三個直轄市集中連片大都市的
架構，該市是一個省區架構，由主城
、區縣城、小城鎮共同組成的城市群
。重慶城市化的目標是經過大約10年
努力，發展為2300萬城市人口、2000
多平方公里的城市建成區。在推進城

市化進程中，重慶還致力於建設長江
上游的金融中心、商貿物流中心和內
陸開放高地，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果。

梁振英說，重慶近年發展迅速，
是西部大開發的中心城市，未來發展
潛力巨大。重慶是香港重要的經貿合
作夥伴，香港特區政府將進一步加強
與重慶在經貿、金融、城建、規劃等
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促進渝港更緊密
合作，為兩地人民帶來更大福祉。

張曉明倡借鑒港經驗
另外，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早亦

會見了黃奇帆率領的重慶經貿代表團
。張曉明稱讚重慶金融辦與香港交易
所簽署的 「渝港金融合作協議」富有
遠見，他力薦重慶與在港的外國商會
洽談尋找更多招商機遇。此外，他建
議重慶借鑒香港城市管理經驗用於重
慶的該市的城鎮化進程。

黃奇帆首先解讀了此次赴港招商
是重慶為了進一步落實 「十八大精神
」，是重慶發展和轉型的需要，亦是
在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要求下發起新
一輪招商高潮。他說，近年來，重慶
與香港的經貿往來與人員交流日益密
切，去年重慶利用外資中60%以上是
港資。此外，重慶海外投資的資金中

很大部分也是通過香港融資。香港作
為內地通往世界的橋頭堡正發揮越
來越大的作用。當前，重慶努力推進
內陸開放高地建設，在這過程中，希
望重慶與香港能夠在港企從沿海向內
地產業轉移、房地產開發、城市綜合
體建設、物流運輸、金融融通、城市
管理等領域進一步加強交流與合作，
實現互利共贏。

黃奇帆盛讚香港的城市管理以及
地方金融監管，認為這些方面重慶與
香港尚有差距。他向張曉明詳細介紹
了港資企業赴渝投資的歷程和現狀，
單單房地產行業就歷數十多家，最後
總結說 「香港地產商中超過80%已落
地重慶，且都有錢賺」。

拜訪李嘉誠商合作
黃奇帆昨日亦拜訪了長和系主席

李嘉誠。雙方就組織 「渝新歐」鐵路
回程貨、發展雲計算等信息產業等合
作共贏的建議進行了磋商。李嘉誠與
黃奇帆共敘情誼，回憶了從90年代開
始，二人從不同層次、多種角度的接
觸，包括浦東開發、渝港合作等。

「渝新歐」國際鐵路聯運大通道
是原國家鐵道部、海關總署和重慶市
政府以及沿線各國傾力打造的貨運線

路。黃奇帆建議如葡萄酒、化妝品、
高級服裝、精密零部件等附加值高的
海運貨可通過歐洲經渝新歐鐵路，由
重慶分撥到全國，亦可將香港的貨物
通過渝新歐鐵路，再運往歐洲。李嘉
誠當即表態請下屬手研究。

特首晤黃奇帆 深化渝港合作

政府落實《軍事用地協議》興建

▲梁振英（右）會晤重慶市長黃奇帆

【本報訊】記者馮慧婷報道：陝西省旅遊局昨在港舉辦
陝西旅遊推介座談會，向來自本港十多家旅行社的近40名代
表介紹陝西旅遊景點及旅遊線路，共謀陝港旅遊合作。陝西
旅遊局局長楊忠武表示，兩地旅遊界合作保持良好勢頭，陝
西方面正在積極爭取開通赴港澳自由行，以民眾的旅遊需求
，相信兩地旅遊合作將邁上一個新台階。

陝西省旅遊局局長楊忠武率陝西旅遊代表團一行34人赴
港澳開展旅遊宣傳促銷活動，並於昨日舉行推介座談會。出
席座談會的有香港亞洲旅遊交流中心主任劉志江、人民日報
駐香港分社社長曹洪亮、大公報總編輯賈西平、文匯報記者
及香港逾10家旅行社。

展望陝港兩地旅遊合作發展，楊忠武表示，陝西將加大
對香港旅遊產品的宣傳力度，目前正在積極爭取開通陝赴港
澳自由行，以更好地滿足陝西民眾赴港旅遊的需求。

在推介會上，陝西旅遊代表團的代表介紹了大秦嶺人文
生態旅遊度假圈的主要旅遊景點，包括西安關中民俗藝術博
物院、大唐芙蓉園、大雁塔北廣場、大明宮等，以及金絲峽
等自然景觀，同時也介紹了七條從西安出發的新旅遊路線和
多條延安出發的紅色旅遊景點路線。

民建聯第12屆中委（以姓氏筆畫排序）

連任
呂 堅、李慧、李錦文、周浩鼎、洪連杉、
洪錦鉉、徐紅英、袁靖罡、張國鈞、張晴雲、
許華傑、陳 勇、陳克勤、陳恒鑌、陳曼琪、
陳國華、陳維端、陳學鋒、陸 地、彭長緯、
馮培漳、黃建源、黃國恩、楊位款、葉傲冬、
葛珮帆、劉國勳、潘進源、蔣麗芸、蔡素玉、
鄭泳舜、黎榮浩、盧懿杏、鍾嘉敏、簡志豪、
譚榮勳、譚耀宗、蘇愛群

新當選
古揚邦、朱立威、老廣成、何俊賢、余麗芬、
李世榮、李家良、柯創盛、陳少棠、陳博智、
黃建彬、黃達東、楊文銳、楊鎮華

陝冀開通赴港澳自由行

▲黃奇帆（左）拜會中聯辦主任張
曉明 本報記者熊林攝

▲李嘉誠（左）與黃奇帆親切握
手 本報記者熊林攝

▲陝西旅遊座談會，嘉賓合照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民建聯新一屆中委人數由50
人增至52人，吸引了62人報名，
而投票率則為46.1%。38名競逐連
任的中委全部順利當選，而14名
新當選的新人中有六人是現任區
議員，最年輕是29歲的沙田區區
議員李世榮（見圖），而民建聯
新任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亦

當選中委。多名民建聯支部主席如荃灣支部主席古揚
邦、沙田支部主席楊文銳等亦首次晉身中委。

上屆中委選舉的當選者平均為48歲，但今年則約
為46歲，有23人的年齡介乎30至39歲。譚耀宗接受查
詢時表示，隨會員人數增加，民建聯今屆增加了
副主席、常委和中委的數目，希望吸納更多新人參
與，而不少新當選的年輕中委都有地區工作經驗。
他續說，民建聯希望多給予年輕人機會，黨內亦需
要有年輕人承接，希望讓他們在中委的平台擴闊視
野，並起到互相督促的作用。

新屆中委增至52人
首次參選便當選的李世榮表示，自己加入民建

聯只有五年，對今次能夠當選感到意外，同時相當
鼓舞，感受到民建聯一直給予機會年輕一代，他希
望未來能在黨內的青年界別工作。他續說，自己由議
員助理開始一直默默耕耘，認為今次當選是工作得到
黨友的認同，他未來會繼續在不同場合發聲和努力工
作。古揚邦指出，中委是另一工作崗位，面對未來的
選舉和其他民生工作，他都會全力關注，希望讓市民
得益。

民建聯將於本周五舉行第一次中委會會議，屆時
將選出黨領導層，預計譚耀宗將連任主席一職，而現
任副主席李慧、張國鈞和蔣麗芸會連任副主席一職
。至於另外兩名副主席名額，則會由彭長緯和陳勇出

任，而現任副秘書長陳學鋒就會 「坐正」。另外，民
建聯現任監委會主席楊孫西昨成功連任監委，相信他
在周五的監委選舉中會連任主席一職。

【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香港山東青年會昨舉行第
二屆理事會就職禮，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香港山東商會名
譽會長楊世杭、香港山東商會創會會長呂明華、灣仔碼頭水
餃創辦人臧健和、香港美容美髮商會創會會長趙振國、中聯
辦行財部副部長周雲平、香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常務
副會長程廣輝、香港山東商會名譽會長姜永正等多名山東籍
顧問共襄盛事。

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致辭時表示，祖籍山東的行政長官
梁振英因公務繁忙未能出席主禮，題字 「俊彥雲集，共惠枌
榆」祝賀，談到對山東青年的印象時，他笑稱山東帥哥特別
多，又指香港未來充滿挑戰，希望香港山東青年互相勉勵提
攜，發揮山東人勤奮和活力充沛的精神繼續服務，為魯港兩
地發展作出更多貢獻。

香港山東青年會會長尹蕤菡表示，自2011年11月5日成
立以來，會員規模由最初800名增至2000名，在旅港內地群
體的影響力不斷增大。青年會積極組織活動，例如參觀第四
屆特首選舉、訪問山東及舉辦單身派對等，希望幫助更多內
地來港青年找到歸屬感，立足香港發展事業，未來以換屆為
契機繼續專注會員服務。

山東青年會擴大影響力
▲港山東青年會第二屆理事會就職禮，各嘉賓合照

▲曾德成（左）與趙
少華就文化合作和發
展交流意見

【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
：公務員隊伍未來數年進入退休
高峰期。公務員入職薪酬調查發
現，10個職系組別僅得大學畢業
生及前線人員兩組別標準薪酬較
私人市場高，惟去年政府決定所
有公務員職系入職薪酬維持不變
，有立法會議員擔心難吸引年輕
人加入政府，未來或出現青黃不
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強
調，公務員流失率多年一直處於
低位，職位對年輕畢業生仍有莫
大吸引力。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
工事務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公
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薪常會）去年進行每3年一次
的公務員入職薪酬調查結果。調
查發現10個公務員職系資歷組別
中，僅屬組別9 「學位及相連職
系」的大學畢業生，以及屬組別
10 「第一標準薪級職系」的前線
員工，薪酬基準的上四分位值較
私人市場薪酬高，分別為8.8%及
5.7%，即每月多1973元及每月多
580元。

對於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去年決定，所有公務員職系入職
薪酬一律維持不變，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郭偉強指，公務員青黃不
接及老化問題逐漸浮現，擔心政
府將來難以吸引人才加入公務員
團隊，造成人才斷層。郭偉強稱
現時新人入職薪級與私人市場相
差無幾，加上升職年期太長，新
人要歷經多年激烈競爭上位，但
升職後仍看不到光明前景， 「跳
槽」或 「挖角」回流私人市場現
象常見，影響公務員的持續性及
活力。

針對兩個組別的薪酬結果及
即將面臨的青黃不接問題，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表示，薪常
會正研究提升入職吸引力，加強
年輕畢業生滿足感及穩定性，但
不能保證長遠在政府工作薪金一
定高於私人機構。至於有議員指
組別10基層前線員工薪酬與私人
機構相若難挽留人手，他認為調
查不能完全反映最低工資效應，
因為市場價位不斷上升，調查多
數百元數字屬於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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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就有團體提出反對
在中環新海濱設軍事碼頭，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中
英兩國政府於1994年簽署的《軍事用地協議》，已訂
明在中環灣仔填海計劃最終永久海岸線預留軍事碼頭
用地，特區政府有責任遵照有關協議落實軍事碼頭。
至於團體指規劃署建議該地的樓高限制為主水平基準
上10米，質疑解放軍將來可建樓高3層的建築物，發
言人稱，軍事碼頭現時地面已是主水平基準上4.2米
，現有建築物只有1層高約4米。

城市規劃委員會就修訂中區（擴展部分）分區計
劃大綱草圖的公眾諮詢昨日截止，修訂內容包括將解
放軍駐港總部以北一幅面積0.3公頃的海旁土地，由
「休憩用地」地帶修訂為 「其他指定用途」註明 「軍

事用地（1）」地帶，並在該地加入樓高限制，定為

主水平基準上10米。公民黨、中西區關注組、環保觸
覺等多個團體的代表昨日突然召開記者會，反對將該
幅位於中環新海濱的用地劃為軍事用地，供解放軍駐
港部隊興建軍事碼頭。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黎廣
德稱，香港在維港填海所得之土地，成為港人不能踏
足的地方，有違政府 「還港於民」的承諾。保護海港
協會前主席徐家慎稱，若政府一意孤行，將提出司法
覆核。

政府發言人稱，在中區海旁設立解放軍軍用碼頭
，是遵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英國政府於1994年簽
署的《軍事用地協議》，其中訂明在中區灣仔填海計
劃內的最終永久岸線靠近中環軍營處預留150米岸線
，以供1997年後興建軍用碼頭之用。特區政府有責任
遵照有關《協議》落實軍用碼頭。當局早在超過10年

前已說明此點，過往亦多次公開解說。2000年首次核
准的中區（擴展部分）分區計劃大綱圖，已清楚標明
軍用碼頭位置，軍用碼頭設計亦於《中環新海濱城市
設計研究》諮詢公眾。

現階段由於軍用碼頭的詳細設計已經確定，建造
工程亦進入最後階段，故當局就中區（擴展部分）分
區計劃大綱圖作出技術性修訂，以清晰反映軍用碼頭
實際範圍及土地用途。駐軍在2000年已承諾，軍用碼
頭毋須作軍事用途時，開放予公眾。即使軍用碼頭需
關閉作軍事用途時，公眾仍可由碼頭南面的行人道，
暢通無阻地穿越海濱長廊的東西面。對有指軍用碼頭
高限為主水平基準上10米，解放軍將來可興建三層樓
高的建築，發言人指，軍用碼頭地面已是主水平基準
上4.2米，而現時碼頭建築物只一層，高度約為4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