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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品交易所涉嫌財務違規，協助
警方調查的商交所主席張震遠辭去行政會
議成員及市建局主席在內的所有公職。發
展局長陳茂波昨日表示，他四月底委任張
震遠續任市建局主席時，不知道張有財政
問題，目前正物色人選接替張震遠，認為
事件不會影響市建局運作。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張炳良亦認為，張震遠辭去公職，不
會影響政府問責團隊及市建局運作。

本報記者 吳維思

陳茂波：市建局照常運作
正物色人選接替張震遠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15港聞責任編輯：汪致遠 蔡向陽

新東北規劃 年中難定案

坪石區補選今舉行
【本報訊】觀塘區議會坪石補選將於今日舉行，長期在

坪石從事地區工作的民建聯候選人陳俊傑將對陣 「空降」的
社民連梁國雄。陳俊傑近日抓緊時間做最後衝刺，而於早前
在坪石邨舉行聲勢浩大的造勢會。六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譚
耀宗、蔣麗芸、李慧琼、葉國謙、陳鑑林、黃定光及新民黨
主席葉劉淑儀都專程趕到坪石撐場。觀塘區區議會主席陳振
彬和黃大仙區區議會主席李德康亦與近30位區議員一同前來
助陣，大批居民更是早早到場，共有超過500名街坊為陳俊
傑打氣。

張震遠由2007起出任市建局主席，直至上月第二
度獲委連任，不足一個月宣布辭職。負責建議市建局
主席人選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出席 「綠化夥伴」
運動開幕典禮後表示，當時不知道張震遠有財政問題
。陳茂波指出，有相當多的資深市建局委員剛好在較
早時卸任，而行政總裁亦在今年二月底退休，所以當
局當時考慮到張震遠在市區重建方面的經驗很豐富而
作出委任，他強調，當時的決定是合適的。

今年工作計劃已審批
陳茂波續稱，張震遠辭職不會對市建局工作有大

影響： 「市建局的工作，每年都會遞交工作計劃給財
政司司長去批准的，今年的工作計劃，其實在較早時
已遞了給發展局後，亦上呈了財政司司長，亦都審批
了，可說是在短期內這個工作不會有什麼影響。」至
於接任市建局主席的人選，陳茂波表示，發展局正在
物色中，完成有關程序便會公布。

除了辭任市建局主席，張震遠亦同時離開長遠房
屋策略督導委員會，身兼長策會主席的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張炳良昨日主持 「廚餘有寶─創意食譜比賽」
頒獎禮後表示，當時因張震遠是市建局主席而委任他

入長策會，現在少了他這方面的意見，但整體上沒有
實質性影響。他又說，行政會議能吸納不同意見，政
府在社會上吸納意見，亦不局限於行政會議，政府的
態度是面向整個社會及整個界別，相信對整體運作不
會有大影響。

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就認為，張震遠請辭
是負責任的做法，十分尊重他的決定，但對於問責團
隊來說則一定有衝擊。高永文強調： 「我相信作為政
治問責團隊，我們應能經得起這些事件的影響。最重
要的是，我們能繼續團結一致，做好我們的工作，服
務市民。」他又指出，每個地方的政治團隊都會遇到
這些挑戰和衝擊，擔任公職就要經得起這些考驗。

對於張震遠辭去所有公職，會否影響政府形象或
施政，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在出席電台節目後沒有
直接回應，但他表明，市民有客觀的講法，政府要更

負責任了解香港的問題，回應社會訴求。黃錦星又說
，新一屆政府包括行政會議成員都相當重視環境問題
，齊心為香港建立更環保的文化，亦會加大跨局、跨
部門合作，回應社會訴求。

張震遠昨未公開露面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在出席電台

節目後則指出，張震遠身份敏感，有關他的負面消息
，對行會及政府有一定壓力。至於行政會議成員是否
要申報債務問題，林健鋒認為有難度。他重申，應該
考慮為行會成員休假設定期限。

而張震遠辭去公職後一直沒有公開露面，有記者
在張震遠的淺水灣寓所樓下守候，希望採訪到他，但
未見對方出現。警員曾經到場勸喻記者不要阻塞大廈
通道，以免影響住客出入。

廣東省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3）湛坡法民三初字第39號
麥偉堅：

本院受理原告許真河訴你離婚糾紛一案
，因無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達，現依法向你
公告送達民事起訴狀副本、應訴通知書、舉
證通知書、授權委託書及開庭傳票。自發出
公告之日起經過3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
答辯狀和舉證的期限為公告期滿後的30日內
。並定於舉證期限滿後第三日上午九時（遇
法定節假日順延）在本院第二審判庭開庭審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決。

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二○一三年五月十四日

廣東省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3）湛坡法民三初字第28號
湯健恩：

本院受理原告李小艷訴你離婚糾紛一案
，因無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達，現依法向你
公告送達民事起訴狀副本、應訴通知書、舉
證通知書、授權委託書及開庭傳票。自發出
公告之日起經過3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
答辯狀和舉證的期限為公告期滿後的30日內
。並定於舉證期限滿後第三日上午九時（遇
法定節假日順延）在本院第二審判庭開庭審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決。

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二○一三年五月十四日

【本報訊】市民日漸關心環保，政府近年推動綠
色主題活動不遺餘力。房委會昨天聯同3個環保團體
舉辦食譜比賽頒獎禮，典禮上有兩名問責官員更即席
下廚，運用創意將廚餘變佳餚。

房委會近年與環保團體合辦 「綠樂無窮在屋邨」
計劃。今年主題是減少都市固體廢物，2至3月舉辦 「
廚餘有 『寶』創意食譜比賽」，鼓勵市民日常烹調時
，要善用食材物盡其用，以減少廚餘。活動反應熱烈
，共收到超過150份創意食譜。

張炳良表示，房委會去年10月趁着 「世界糧食日
」，在轄下公共屋邨舉行《 「惜食」有 「禮」》運動
，邀請居民承諾在日常生活中珍惜食物。近日房委會
及3個環保團體合力製作了一套名為 「一人一個惜食
行動」的短片，5月中起在全港公共屋邨播放。房委
會亦會繼續推行更多以 「珍惜食物」為主題的教育活
動。另一位主禮嘉賓黃錦星指，每日堆填區接收的都
市固體廢物當中廚餘就佔了40%，壓力確實沉重。他
指，政府剛推出的 「惜食香港」運動，目標是由源頭

開始，減少一成廚餘。他相信只要全港一同支持，必
能減省更多。

張炳良和黃錦星在頒獎禮上更即席下廚，示範一
道用湯渣製成的 「有餘春卷」，希望讓市民知道只要
多花點創意，廚餘都可變成佳餚。過往房委會通過 「
綠樂無窮在屋邨」計劃推行過多項減少廢物的教育計
劃，包括樓層分類回收、以物易物嘉年華等。

為鼓勵市民及機構
共同創造綠色環境，發
展局主辦的 「綠化夥伴

」運動在昨天舉辦開幕禮，儀式後有專家主持樹木保養及管
理的講座。 「綠化夥伴」一系列內容包括社區樹木監察講座
、園景設計研討會、樹木欣賞和古樹名木導賞團等。 「綠化
夥伴」運動其中一個重點為《綠化夥伴約章》。參加者可以
機構或個人名義簽署，承諾同心協力參與和推動香港優質綠
化環境及樹木管理，為共同目標作出貢獻。

【本報訊】記者余育奇報道：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表示，本港無法像外國一樣，使用焚化爐轉廢為能，
即使石鼓洲焚化爐完成司法覆核，亦需8年時間興建
，為免 「垃圾圍城」，擴建堆填區是最切實可行的方
案。他稱會考慮堆填區臭味和車流量對社區的影響，
若擴建方案不獲立法會通過，政府沒有第二手準備。

政府計劃申請約89.5億元擴建堆填區，當中近19
億元用以擴建將軍澳堆填區，工程可增加堆填區43公
頃，額外提供650萬立方米堆填容量，主要處理沒有
氣味的建築廢料，於下月提交方案予立法會審議。多
個屋苑業主組織和社區團體組成的 「終極關閉將軍澳
堆填區大聯盟」，昨日集合約100人，遊行反對政府
擴建將軍澳堆填區。

黃錦星昨日出席電台及電視台節目，講解環境局

日前公布的資源循環藍圖時表示，會與地方溝通合作
，考慮建築和家居廢料的分布、加強空氣的監測及減
少車輛對社區的滋擾，盡量減少堆填設施對地區的影
響，又指限於將軍澳堆填區地理環境，今次擴建之後
就再無擴建空間。他強調，政府目前沒有第二手準備
，一旦立會否決擴建方案， 「垃圾圍城」指日可待。

黃錦星稱，先進國家可藉焚化爐轉廢為能，處理
剩餘垃圾，使堆填區可使用足足40年。反觀香港沒有
焚化設備，即使石鼓洲焚化爐完成司法覆核，亦需8
年時間興建，現時三個堆填區將於未來2至6年飽和，
因此擴建堆填區是最切實可行的方案。

另外，黃錦星指出，有60%市民支持垃圾按量收
費，可持續發展委員轄下的聚焦小組，正與持份者商
討收費水平等細節，預料今年暑假推出諮詢文件。

【本報訊】記者陳錦輝報道：商品
交易所捲入偽造文件的事件，商交所主
席張震遠辭去行政會議成員等公職。前
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昨被問及事件時表
示，估計張震遠辭職的做法是想維持梁
振英班子的威信，又指今次只是個別行
會成員的問題，不涉及梁振英個人施政
的重大過失，不應否定政府施政。他認
為梁振英應藉機整頓和強化其智囊團和
班子，並推出利民政策以挽回民心。

他表示，張震遠作為行政會議成員
，在梁振英競選時又緊隨其左右，因此
今次事件對政府管治威信會造成一定影
響，但相信不會影響行政會議的運作。
吳康民讚揚張震遠辭職的做法，估計他
是要保持梁振英班子的威信，而梁振英
可藉此時機檢討其班子的組成，更好整
頓和強化其智囊團和班子。

吳康民又指出，今次並非梁振英個
人施政的重大過失，而是個別成員出問
題，難以否定政府整體施政，梁振英主
政時間不長，因此更換行政長官的說法

是言之過早。他認為，以現時政治形勢，擔任特
首並不容易，過去三屆的行政長官亦沒有很高的
民望，形容梁振英施政是舉步維艱，現時難以對
梁振英作出評價。他相信，政府要多推行利民措
施，令群眾覺得政府施政對市民和經濟有利，才
可補償政府負面新聞帶來的影響。

黃錦星：擴堆填區最可行

房會辦食譜賽減廚餘房會辦食譜賽減廚餘

「綠化夥伴」啟動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新界東北發展爭議
多，政府料難以如期年中公布新東北發展定案。立法
會議員及發展局官員實地視察新界東北3個發展區遇
上請願，支持者要求政府合理賠償及釋放更多土地，
反對者堅持不遷不拆。發展局重申，新界東北新發展
區是重要土地供應來源，當局會小心處理不同意見，
平衡各方訴求。

立法會申訴部8名議員以及發展局、規劃署、土
木工程拓展署多名官員昨日到新界東北多個地區實地
視察，多個受影響村落的居民趁機表達訴求，提交請
願信。河上鄉的原居民支持政府發展新界東北，認為
應發展住宅，應付房屋及發展需求，同時要求政府作
出合理賠償，原區安置有需要的受影響居民。考察隊
在坪輋村村口遇到近百人抗議，反對政府在當地發展

。有人手持標語，高呼 「不遷不拆，保衛家園」的口
號，要求保留本地農業。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區潔英代表接過請願信，
重申政府正小心處理第三階段公眾諮詢所接獲的意見
，至今仍聽取市民的不同訴求，希望可以盡量調整新
界東北新發展區的規劃，平衡各方面的訴求。因應居
民復耕的訴求，發展局亦一直與食物及環境衛生局商
討照顧受影響農戶的安排。當局正加緊整理意見，即
將完成報告，將於立法會休會前提交審議。

出席視察的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表示，會在
視察後研究及分析有關意見，再於立法會的會議上討
論。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劉慧卿認為，政府應聽取市民
意見，但料6、7月難以推出東北發展計劃的的相關方
案。

非發展範圍內的天平山村村民亦有遞交請願信，
希望將天平山村納入發展區，改善環境。天平山村街
坊組代表梁惠心表示，天平山村附近已發展作貨櫃場
，周邊環境日差，但村落未納入發展區，卻有規劃中
的公路在村旁通過，擔心噪音、空氣等污染更嚴重，
希望政府將天平山村納入發展範圍，整體規劃，改善
環境。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是政府中長期增加房屋供應的
主要土地來源之一，去年9月底完結第三階段公眾參
與活動，共接獲12000多份意見書。原計劃今年上半
年公布諮詢結果報告，但發展局局長陳茂波4月回應
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表示，由於規劃修訂涉及人口、設
施、環境評估等多項技術研究，預料未必可在6月底
前公布有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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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期六合彩攪出號碼

頭獎：1注中，每注派25,060,670元
二獎：7注中，每注派191,360元
三獎：188注中，每注派19,200元
多寶獎金：無

最高 28 ℃
最低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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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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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南
南 京
上 海
杭 州
福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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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京

中國西部主要城市天氣預測

重 慶
成 都
西 安
昆 明
拉 薩
貴 陽

預測
雷暴
雷暴
有雨
有雨
有雨
有雨
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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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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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6
25
9

11
14
11
7

10
5
6
5
3

最低
15
7

10
15
15
24

最高
33
36
32
21
17
23
18
15
18
15
16
14
15

最高
32
27
17
32
28
29

▲張炳良（中）和黃錦星（左）即席下廚，示範一道
以湯渣製成，名為「有餘春卷」菜式

▶工業界立
法會議員林
大輝（右三）
接收村民遞
交的請願信

▼▶陳茂波表示，張震遠
辭職不會影響市建局的運
作 資料圖片

◀吳康民
估計張震
遠辭職是
想維持梁
振英班子
的威信
本報記者
蔡文豪攝

吳
康
民
倡
特
首
強
化
班
子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激進反對派陳偉業和黃毓
民正式割蓆！早前黃毓民因權力鬥爭問題宣布退出人民力量
，更表明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而人民力量陳偉業昨於
facebook上宣布， 「在毓民要求及王學金律師見證下，本人
已簽署退出普羅董事的法律文件」，表明這對由社民連一同
退黨後再組新組織的戰友，已變成陌路人。

人民力量是由前綫、選民力量及普羅政治學苑所組成的
政治組織，而普羅政治學苑由黃毓民掌管，陳偉業為核心成
員，但二人因為黨內權鬥問題而決裂。陳偉業指，其退出普
羅的文件將會在六月十五日生效，而在這段時間，他仍代表
普羅出席人民力量執委會，但之後會負責組織一個新團體，
以取代普羅在人力的角色，他亦已經向人力執委交代。這個
安排表示，人力已完成把黃毓民拒諸門外，預料將影響兩黨
間的合作。

與黃毓民正式割蓆
陳偉業退出普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