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撐京奧熱 唐唐籲僱主包涵
支持首辦舉世盛事 莫怨員工分心觀賽

梁美芬：打破政壇悶局尋共識

唐英年否認為林大輝助選

信任港府民意
勁升15百分點
【本報訊】（記者 徐海煒）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獲

廣泛支持，連帶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亦大幅提
升。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最新的調查結果顯
示，在財政預算案公布後，有66%市民表示信任特
區政府，較3個月前的同類調查急升15個百分點。
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分析，預算案效應對特區
政府民望和香港前途的信心，有相當明顯的影響。

研究計劃於上月28至29日訪問1007名香港市民，
調查結果發現港人在各項信心程度均上升，其中有
83%市民表示對香港前途有信心，較上次調查上升
4個百分點。同時，有75%受訪者對於「一國兩制」
有信心，微升2個百分點，而有88%市民對國家的
前途有信心，與3個月前的調查結果大致相若。

至於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有52%市民表示有信
心，較上次調查上升3個百分點。

唐英年予預算案滿分
鍾庭耀指出，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在近3個

月前明顯下跌，當時估計與兩次大型選舉和特首向
人大提交政改報告有關，但預算案效應已經徹底中
和前述的負面因素。

另外，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在出席一個公開活動時
被問及對財政預算案的評價。他重申，預算案能夠
照顧不同階層的利益，是一份相當全面、完整的預
算案，因此他會給予其滿分。

■黃仁龍昨參觀基督教信義會天水圍青少年綜合服務中
心，獲贈一件由中心青少年親自繪畫的汗衫以作紀念。

黃仁龍訪元朗
關注青少年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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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

織委員會馬術委員會主席、

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為推廣奧運馬

術項目，呼籲僱主在奧運期間對員工「多

多包涵」，不要投訴員工只顧觀看奧運，

處處顯示唐英年不遺餘力推廣奧

運會。

北京奧運會即將在8月舉行，炎黃子孫首次舉辦這舉世
矚目的盛事，唐英年身為奧馬委的主席，身體力行呼籲社
會各界投入其中。他昨午先與奧馬委成員，包括北京奧組
委執行副主席楊樹安、香港賽馬會主席陳祖澤，以及執行
副主席、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等，視察位於沙田的奧運
及殘奧選手村和馬術主要比賽場地，了解馬術場地及相關
配套工程的進展。

應體諒市民對奧運熱心
唐英年在視察後興致勃勃地向傳媒介紹籌備的進展，表

示希望能透過傳媒令全城對奧運精神、「We are ready」，
以及整個奧運比賽開始慢慢地升溫︰「足球、賽馬大家都
懂得觀看，但馬術是如何觀賞的，希望能讓大家有一點認
識。因為要認識了才懂得欣賞，哪一匹馬跳得好、哪一匹
馬不太好，有些情況並不是碰倒一個欄杆就是不好。」

其後，他並「動之以情」進一步作出呼籲，希望僱主在
奧運期間，可以體諒市民對奧運的熱心︰「希望由8月8日
至8月24日期間，僱主不要投訴員工只顧觀看奧運，或是
在工作期間觀看電視中劉翔跳欄能否取得勝利及有沒有創
新紀錄等，希望僱主體諒我們對奧運的熱心。」凡此種
種，都充分體現唐英年對推廣奧運的工作不遺餘力。

楊樹安滿意馬術賽籌備
距離北京奧運舉行尚有5個月時間，唐英年表示，楊樹

安對本港目前籌備奧運馬術的工作進展非常滿意，奧馬委
將在未來數月視察奧運馬術項目各個賽事及配套環節，例
如交通、保安、人流控制、檢疫及義工訓練等，以確保每
一方面都準備就緒迎接奧運︰「現在我們是全方位、密鑼
緊鼓、緊密地籌備，希望不要百密一疏，每件事也要做到
最好。」他又預計，奧運馬術場地的有關設施會在5月完
工，他有信心臨近奧運時，市民會全情投入奧運，同時政
府亦會透過全城布置，以及早前在立法會獲得的撥款，用
以宣揚奧運精神。 ■本報記者 郭曉樂

【本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有傳媒近日收到匿名投
訴信，指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涉嫌利用政府資源，介入立法
會工業界(第二)功能界別選舉，為中華廠商會副會長林大
輝助選。唐英年在回應時強調，上星期宴請廠商會與工業
總會是正常的社交活動，席上沒有談及選舉的事宜，又指
官員與社會保持正常的社交活動，是應做的份內事，特區
政府會繼續與社會保持正常的社交活動︰「如果你話我去
任何社交場合都變成是我助選的話，相信我以後不用去社
交場合了。」

唐英年昨日參觀奧運馬術設施後被問及有報道時坦言，
自己「不知道（廠商）會內有何矛盾」，又指傳媒常常都
收到匿名信，相信傳媒懂得掌握匿名信內容的真偽︰「一
封信到底有幾真實，又或者裡面有幾多料是堅的，幾多料

是流的，我諗你們做傳媒機構是識得掌握的。」

呂明華不信唐唐介入
被問及會否擔心事件影響其民望或仕途，他回應說，自

己會一心一意做好工作，尊重每一位港人對其評價︰「香
港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咩人工作好與否自有評價。」他又
深信，每個界別的選民都有足夠的智慧，選出最能代表其
業界的代表。

正在北京出席兩會的現任香港立法會工業（二）界別議
員呂明華表示，不相信唐英年會做這種事：「他是聰明
人，相信他作為高官，不會做這種事。」又對自己連任充
滿信心，坦言自己擁有10年公職經驗，對於政壇的一切都
很清楚。

【本報訊】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昨日到元朗訪問。身為青
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的主席，他特別關注到青少年毒品
的問題，不但在該區的撲滅罪行委員會會議聽取委員的意
見和建議，又探訪了區內的深宵義工隊。他說，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已預留5,300萬元，藉以
推展涵蓋教育宣傳、治療康復及執法等各方面相關的中短
期措施，顯示當局的重視。

黃仁龍在元朗區滅罪會會議上，簡述青少年毒品問題專
責小組的工作進展，指小組在過去數月已就問題作出深入
討論，初步敲定一系列中短期措施，並會在未來數月制訂
長遠策略。同時，他獲悉元朗區滅罪委員會最近舉辦連串
活動，以宣揚滅罪訊息。

隨後黃又到基督教信義會天水圍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參
觀，了解中心向市民提供的各項社會服務，包括由社會福
利署資助成立的深宵外展義工隊，該外展隊專責到各娛樂
場所或屋 等地點，主動接觸流連不歸家青少年，並與警
方合作，向接受警司警誡的青少年提供輔導服務。

區會重溝通
忌只喊口號

區議會工作往往予人的印象是「雞毛蒜
皮」、「濕濕碎碎」。但梁美芬認為，「走

上前線第一步就是區議會」，而「溝通」就是不同意見交
流的「不二法門」︰「沒有溝通就說我要這樣那樣，而別
人根本不是這樣想，這是沒有意思的」；而談及未來區會
工作，梁美芬更彷似有說不完的話題似的，笑 反問記
者︰「夠唔夠，我仲可以講多些」，示範了專業人士用心
區會工作，其實亦可以「趣味盎然」。

「自己一是不做，一做就一定全心全意」。梁美芬認
為，區會作為市民與政府的橋樑，首要明白是「不可再喊
口號，只喊口號 it doesn't work」，理解不同人士的需要才
最重要︰「不是額頭鑿住個反字，不是咩都示威，令別人
無法與你溝通⋯⋯沒有溝通就說我要這樣那樣，而別人根
本不是這樣想，這是沒有意思的。」

致力綠化環境古蹟保育
「政治是找共識的藝術」，她強調說，專業獨立人士沒

有政黨的包袱，可以溝通不同政見的人，本身有一定空
間，而展望未來的工作重點，她會 眼於綠化環境、古蹟
保育等方面︰「首要的是綠化社區，反對屏風樓的興建，
而3億元(地區小型工程)不只是硬件，而是要種植更多的
樹；第二是歷史古蹟翻新，例如於宋王臺興建博物館，教
育中小學宋代歷史、趣事等國民教育知識；第三是積極爭
取取消外傭稅，不再將培訓開支只由聘請菲傭的僱主支
付；第四是興建九龍城的地標⋯⋯」

一談起區會未來的工作，梁美芬的話題像是滔滔不絕，
並笑說︰「夠唔夠，我仲可以講多些」。

她又為自己未來4年的工作訂下「成績指標」，期望區內
的衛生和嘈音情況得到改善，並會繼續爭取淨化海水和興
建黃埔港鐵支線。

在新一屆區議
會選舉中，年輕

專業的「政壇生力軍」正式「進駐」全港18
區，其中又以業界翹楚，並曾當選香港10大傑
出青年的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梁美芬最受
注意。一直對內地與香港法律素有研究的梁美
芬參政的道路彷彿「冥冥中自有命數」，經歷3
次掙扎、3度拒絕參政之路交錯發生，終於在
2007年第4次參政機會來臨之時，毅然披甲上
陣，並成功擊敗反對派「第2梯隊」代表人物陳
家偉。雖然有指她的下一站將會是今年9月舉行
的立法會選舉，但她坦言目前首要是做好地區
工作，啟動服務前線社區機制，才再考慮出選
立會的條件是否成熟。

梁美芬接受本訪問時首次透露，自大學畢業
以來，她一直醉心於研究內地與香港的法律，
但同時卻經歷3次與從政之路「擦身而過」。

她憶述第1次掙扎是1986年大學畢業之時，有
人邀請她參選區會，但當時她不想太年輕就走
在前線從政，加上又有渴望了解中國法律改革
的更崇高理想，因此加以婉拒，並在1987年成
為北京人民大學的第一批交換學生。驀然回
首，她笑說︰「如果(其時)參加了區議會，這些
發展就會沒有。」

再三掙扎踏上從政路
第2次掙扎是1991年前立法局引入直選議席：

「90年代初，國家經濟與法律才剛起飛，個人又
開始在城大教學，好熱愛中國法律的工作，中
國法律研究寫作好多都未做⋯⋯」在希望成為

國家司法制度改革的一分子的夢想下，梁美芬
選擇第2次婉絕參選。

2003年七一遊行，有社會人士鑑於政壇缺乏
中肯、理性客觀的候選人，梁美芬又再獲邀參
加立法會選舉，但她捨不得放棄撰寫已達10
載，有關《基本法》自回歸以來的個案剖析，
再度打消參選的念頭。

梁美芬終於在2006年完成與法律相關著作，
而城大法律學院副院長的任期亦在2007年屆
滿，加上她深感社會越來越「泛政治化」，平衡
社會的中間力量太少，香港政壇亦缺乏新血，
故希望以個人獨立背景參選，以打破政壇的

「悶局」，為社會尋求共識出一分力。

時機成熟始考慮選立會
「政治及民主政制都要包容⋯⋯如果沒有包

容就是鬥爭，社會最不健康就是鬥爭⋯⋯鬥爭
就是不理性，不是為了社會的大前提好，反對
派現時出現不少鬥爭的情況，一面倒鬧中國，
在處理政治不同意見的時候亦是這樣的態度，
所以只有新一批人出來先有希望。」梁美芬娓
娓道出其參選理念。

梁美芬首次「放下身段」參選就獲得市民的
愛戴支持，坊間有評論指梁是次「練兵」成
功，被問及會否再上一層樓參與9月舉行的立法
會選舉時，梁美芬笑說，這要視乎將來是否有
成熟的時機，例如香港社會氣氛，議會需要等
方面加以考慮︰「不會好急做一樣 ，如果

樣真係要我做的時候，都會積極認真考慮。」
■本報記者 郭曉樂

新屆區議會專訪系列 用心服務

全力推廣

■唐英年(左一)與奧馬委委員視察馬房內各項設施。

■唐英年(右二)視察香港奧運馬術比賽場地，聽取籌備工作的報告。 本報記者劉國權 攝

■周一嶽等人參觀香港奧運馬術比賽場地。

■梁美芬再三婉拒參選邀請後，終於踏上從政之路。 本報記者高仲明 攝

■梁美芬首次
參加區選即上
位，對於會否
再上一層樓晉
身立會，她表
示會視乎條件
是否成熟才考
慮。圖為梁美
芬在九龍城拉
票。資料圖片

■楊樹安滿意本港籌備奧馬的進度。

大部委改革 保留國資委

這位官員表示，國資委是2003年機構改革的成果，在
這之前，隨 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入，國有資產

管理體制改革相對滯後帶來的一些矛盾和問題越來越顯現
出來，2003年4月，在整合了原國家經貿委、中央企業工
委、中組部和財政部部分職能的基礎上，國務院國資委正
式成立。5年來，國資委基本解決了當年國有資產管理存
在的「出資人缺位」、「政出多門」等矛盾。

五大目標 力爭5年實現

該官員透露，今後5年，國資委將進一步完善國有資產
管理體制和制度，深化國有大型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優化國有經濟佈局和結構，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
影響力，力爭實現以下五大目標：

一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基本完善，真正實現政企分開、
政府公共管理職能與國有資產出資人職能分開。二是形成
比較合理的國有經濟佈局和結構，通過加大重組力度、組
建資產經營公司等措施，使中央企業減少至80－100家，
形成一批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三是建
立比較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中央企業集團一級完成公司
制股份制改革。具備條件的國有大型企業實現境內外整體
上市。四是國有企業的科技開發能力、市場競爭能力和抗
禦風險能力明顯增強。五是以構建和諧社會為目標，確保
國有企業改革和結構調整過程中的社會穩定。

王瑞祥：不會強行撮合央企

數字顯示，2003至2007年，國有企業戶數平均每年減少
近1萬戶，但銷售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9萬億元，實現利潤
平均每年增加2,500億元，上繳稅金平均每年增加1,800億
元。目前，中央企業資產總額5年翻一番，已從2002年的
7.2萬億元增加2007年近15萬億元，去年利潤已高達9,900
億元。到2007年底，央企進入世界500強的有16家，比
2002年增加了10家。

對於近期國航(0753)與東航(0670)就引入戰略投資者併購
問題引起爭議，國資委現在還不知道具體詳情。國資委副
主任王瑞祥於北京表示，央企之間的併購，主要由企業之
間互相合作進行溝通，意見統一後，再由國資委積極推
動，萬一出現不同聲音，國資委不會強行撮合企業。另
外，央企若符合上市條件，國資委亦將大力支持。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4日電】十一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發言人姜恩柱

今日表示，中國政府將從國外消費者的利益出發，努力
提升產品質量和食品衛生標準。「中國政府將進一步加
大打擊的力度，堅決不讓不合格食品流出國門。」

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今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新聞
發布會，姜恩柱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坦承，近年來內地出
口食品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但也確有個別企業

無視我國法律法規和標準規定，逃避檢驗檢疫監管，通
過非正常渠道出口，今後政府將加大食品安全監管力
度，並建立食品安全資訊統一公佈制度，由國務院授權
的部門對食品安全資訊予以統一公佈。

承認個別企業逃避檢疫

針對早前日本「毒餃子」風波及有關中國出口食品安
全受到質疑的問題，姜恩柱稱，中央政府高度重視近來
一些國際媒體對相關問題所做的報道，並將其反映的問
題分為三類：一是確有其事的質量和安全問題，中國政
府將以負責任的態度依法處理；二是因中國和有關外國
或者地區產品質量和食品衛生標準不同所造成的問題，
內地將從國外消費者的利益出發，努力提升產品質量和
食品衛生標準；第三類則是純屬無中生有或未經核實即
予發表的不實報道。

他續稱，中國政府近年按照「預防為主、源頭監管、
全程序控制」的原則，建立健全了出口食品安全管理體
系，保障了中國食品質量和安全，今後一段時期內，政
府將進一步加大打擊的力度，「堅決不讓不合格食品流
出國門」。中國全國人大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也正在加
強立法工作。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4日電】在新的《勞動合同法》
通過後，內地出現了「華為七千員工自願辭職」等企業
規避法律的現象，《勞動法》中有關「無固定期限合同」
的規定，更引起用工單位的嚴重憂慮。人大發言人姜恩
柱昨日「闢謠」：「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不是終身制、
鐵飯碗」。

對於「終身合同」的說法，姜恩柱澄清說，新勞動法
中明確規定，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有三種情形可以解
約：一是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一致的；二是勞動者違
法違規的，或者因病、因傷等不能勝任工作的；三是經
濟性裁員。

他介紹，這三種解約情形與解除固定期限合同的相關
規定是一樣的。

「所以，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不是終身制、鐵飯碗，
不會導致用工制度的僵化」。

另外，對於去年以來內地陸續出台「兩稅合一」、出
口退稅調整等政策，有輿論認為，這些改變會造成外資
企業在華經營成本大幅上升，更出現了「中國吸引外資
政策發生改變」的憂慮。對此人大新聞發言人姜恩柱回
應：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歡迎外商到
中國來投資。

新稅法無改現行外資政策

姜恩柱透露，一系列政策法規的出台，是為了給各類
企業提供更加公平、開放、規範的市場環境。他希望外
資企業「根據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情況，不斷調整和完
善自己的投資戰略和投資方式」，因為一系列政策調
整，實際上「對提高外資企業的競爭力、促進外資企業
的健康發展是有利的」。他相信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
將為外企帶來更多發展機會。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4日
電】「大部制」改革是今年

「兩會」熱議話題之一，有消息認為，溫總報
告一定將涉及該項內容。而國務院今年加快行
政管理體制改革，深化政府機構改革，也是題
中應有之義。

有消息稱，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溫總報
告除強調將建設服務型政府之外，還將提出有
關深化經濟改革的內容。預料今年國務院經濟
改革的重點將是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在完善所
有制結構的同時，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加快公
共財政體系建設和金融體制改革，加強金融監
督，提高對外開放水準。同時，國務院還將推
進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不斷擴大內
需，加大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力度，做好產品
品質安全工作。

此外，預料溫總報告料延續去年民生路線，
報告中將有多處提及民生問題。消息人士指
出，國務院今年將更加注重社會建設， 力保
障和改善民生。

推進大部制
續深化改革

傳併入文化部
新聞出版總署否認

未來5年力推央企上市 數目重組至80－100家

人大今揭幕 溫總報告宏調受關注

新勞動法釋疑：不是「鐵飯碗」

不合格食品 決不讓流出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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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總報告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4日電】
中國致公黨中央主席、科學技
術部部長萬鋼(見圖)今日在此間
表示，「民生科技」不是概
念，要真正把它落到實處。他
還表示，當前最關鍵的是科技
人才的培養和發展，要出台制
度、創造環境吸引大量海外人
才歸國，包括國際人才來中國
發展。

萬鋼表示，「民生科技」不僅僅是一個概念，一個口
號，而是要真正做到實處，科技部要聯同交通、環保等諸
多部委聯合發展各項技術措施，解決制約國家經濟民生發
展的瓶頸問題。他說，科技部要關注民生問題，比如應對
全球氣候變化、道路交通安全、糧食豐產工程、全民健康
等。萬鋼還強調說，當前科技發展最關鍵的是要重視人才
發展和培養，國家正計劃出台相關政策、創造良好的環
境，讓青年科學家快速發展、脫穎而出，讓留學在外的海
外人才回到中國，甚至吸引國外優秀科學家來中國。

致公黨萬鋼：
「民生科技」要落實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4日電】國務院

機構改革方案是今年兩會討論的重大議題

之一，除成立大交通部、工業與信息化部

等熱議的改革方案之外，坊間亦盛傳國資

委有可能被撤消。就此，國資委高層近日

向本報透露，國資委不會在大部委改革中

被撤消。該高層還表示，今後5年，國資

委將進一步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制

度，加大重組力度，使中央企業減少到

80至100家，並推動具備條件的國有大

型企業實現境內外整體上市。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4日電】十一屆
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於5日上午在人民大

會堂隆重開幕，開幕式上，總理溫家寶將向大會報告本
屆政府過去5年的工作，並對今年的政府工作提出建議，
提請大會審議。此間觀察家預計，由於今年正逢換屆，
按照以往慣例，溫總報告料將分為兩部分，一是對過去5
年政府工作的回顧，二是部署本屆政府2008年的工作任
務以至部分涉及未來5年的工作目標，預料有關宏觀調控
的內容，將是報告論述的重點。

GDP目標料達8%

經濟專家指出，總理溫家寶明天在政府報告中將提出
今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主要目標。預料有關具體目標

極有可能是：實現國內生產總值8%的增長，CPI漲幅調
控目標為控制在4.8%之內。中央財政赤字計劃為1,800億
元，比去年預算赤字減少650億元，國債投放達300億
元。

由於去年中央的財政情況良好，實際經濟增長高於預
期，據統計去年全國財政比年度預算超收高達7,000億
元。

有消息稱，搞好宏觀調控，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料
是國務院今年的首要工作。今年經濟工作將把防止經濟
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
顯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政府將實行從緊
的貨幣政策，防止價格總水準過快上漲，同時將從實際
出發，及時靈活的採取相應對策，正確把握宏觀調控的

節奏、重點和力度，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避免出現
大的起伏。

大力發展生活必需品

消息人士預料，報告將從多個方面具體落實宏調政
策，包括將大力發展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嚴格控制
工業用糧和糧食出口，加快健全儲備體系，增加進口，
把握好政府調價的實際和力度，健全大宗農產品、初級
產品供求和價格變動的監測預警系統，加強市場和價格
監管，打擊哄抬物價，及時完善和落實對低收入群眾的
補助辦法，遏制生產資料尤其是農業生產資料價格過快
上漲，堅持實行「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和「菜籃子」市
長負責制。

專家預測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4日電】日前，有傳
聞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將併入文化部。就此，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高官予以否定，他對本報表
示，新聞出版總署還會存在。

新聞出版總署是國務院直屬機構，主管新聞
出版和著作權管理，其主要職責是：起草新聞
出版、著作權方面的法律、法規草案；研究擬
定新聞出版業的方針政策；制定新聞出版業的
發展規劃、宏觀調控目標和產業政策並指導實
施等。　

新聞出版總署的前身為副部級的新聞出版
署，黨中央和國務院2001年決定，新聞出版署
升格為正部級單位，並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新聞出版總署」，仍為國務院直屬機構。

■即將出任世銀副行長的人大代表、經濟學家林毅
夫被記者「圍堵」。 中新社

■穿上民族服飾的全國人大代表在聽會。 新華社

■十一屆
全國人大
一次會議
首場新聞
發佈會昨
日在人民
大會堂舉
行。圖為
外國記者
在會上工
作。

新華社

■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全體預備會議和主席團會議，圖為胡錦濤、溫家寶、李
長春等國家領導人在會上。 路透社

■全國人大代表、前外交部長李肇星步出會場。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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