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爆發流感小學及幼稚園
學校 感染人數 年齡

聖公會青山聖彼德堂兆麟苑幼稚園 16男6女 4至6歲

元朗香港基督播道會聯會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恩幼兒學校 10男12女(當中4名是老師) 3至42歲

油塘聖公會基顯小學 23個學生、1名老師 6至10歲(無老師年齡)

屯門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13男7女 6至11歲

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

一哥：確保奧馬安全舉行

活豬批發價升至每擔1600元
【本報訊】本港活豬市場供應再出現緊張，肉價

上升，市民繼續被迫「捱食貴肉」。鮮肉大聯盟昨
指，近日內地供港活豬數量不足，每日平均不足
4,000隻，供不應求令平均批發價升至每擔1,600元；
聯盟又不滿五豐行操控市場，把荃灣屠房大量豬隻
運往採用價高者得方式競投的上水屠房，獲取較高
的利潤。聯盟促請政府介入市場，穩定活豬供應
量，以免活豬批發價大幅上升。

團體指供應量不穩定影響通脹
內地活豬供應量由上月24日的超過4,000隻，之後

一直減少至不足4,000隻，零售價雖然仍維持每斤28
至30元，但批發價已由1,100元增至1,300元，昨日上

水屠房的活豬批發價更跳升至每擔平均1,600元。
鮮肉大聯盟理事凌偉業昨表示，近日內地供港活

豬供不應求，擔心價格波動，會對通脹帶來一定影
響，「供應量時多時少，假期時多到爆棚，正常日
子又不夠貨⋯⋯」
他又不滿地指，雖然本港有三間活豬代理商，但

五豐行仍然操控供應量，並舉例指，現時荃灣屠房
每日平均只有約800隻活豬由內地入口，較平時少了
600隻，原因是上水屠房採用價高者得方式競投，有
別於荃灣屠房的配額制，所以五豐行便把大量豬隻
運往上水拍賣，以獲取較高的利潤。他希望政府能
介入市場，穩定活豬供應量，以免活豬批發價大幅
上升，但聯盟表明暫時不會有罷買行動。

食物及衛生署發言人表示，昨日運抵屠房的活豬
數目為4,143隻，當中3,618隻為內地進口活豬，525
隻為本地豬，活豬批發價介乎每擔1,270元至1,800
元，平均價為1,543元，預計今日可供拍賣的豬隻維
持約4,000隻。

4143隻活豬昨運抵屠房
發言人續稱，過去10日整體活豬數目維持在每日

平均約4,000隻，供應大致平穩，平均拍賣價約為每
擔1,300元。在過去接近一個月，屠房每天亦有活豬
存貨待售，最高一天累積至4,100多頭。發言人說，
實際供應量是交由三家代理根據市場需要調整，但
活豬買手可自由選擇到上水屠房或荃灣屠房買豬。

■鮮肉大聯盟指供應不穩導致活豬批發價再升。 資料圖片

澳賭場內地客
1元贏165萬

【本報訊】(記者 李見安)流感病毒在社

區繼續肆虐，繼日前被奪去性命的3歲女童

後，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最新接

獲4宗小學和幼稚園爆發流感個案，涉及88

人，分別是5名老師及83名學生，年齡介乎

3至42歲。中心數字顯示，目前感染流感人

數，是過去半年以來新高，提醒市

民，如有感冒病徵，要盡早求醫。

爆發流感的4間小學和幼稚園，包括聖公會青山聖彼德
堂兆麟苑幼稚園、元朗香港基督播道會聯會中國基督教播
道會天恩幼兒學校、油塘聖公會基顯小學及屯門博愛醫院
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見表)。
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指出，共有88人受影響，包括83名

學生及5名老師，分別51男及37女，年齡介乎3至42歲。他
們的病徵輕微，大部分人士已痊癒。當中有兩名病童，分
別來自元朗和屯門幼稚園，他們的呼吸道樣本，經測試後
證實對乙型流感呈陽性反應。

大部分人士已痊癒
中心表示，今年至今有13宗院舍證實爆發流感，而去年

共有163宗。中心昨日已再次向全港院舍包括學校和幼兒
中心發信，提醒他們應採訪預防季節性流感的措施。
本港已踏入流感高峰期，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的定點監

測顯示，私家醫生和公立醫院門診的流感病例有上升趨
勢，截至上月23日的一周內，每一千人往私家醫生求診，
有63人感染流感，至於公立醫院門診的流感病例，則每一
千人中有7人染病，求診人數較對前一周分別上升8成和6
成，更是過去半年來的新高。
發言人提醒市民，保持良好的個人及環境衛生、打噴

嚏、咳嗽和清潔鼻子後要洗手、避免前往人煙稠密的地方
等，如果發現感冒病徵，應盡早求醫及戴上口罩。
另外，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書面回應立法會議員提

問表示，當局過去3年為安老院防控傳染病人員，提供了8
萬人次的訓練課程；為加強安老院舍的傳染病工作，社會
福利署自03年11月起，已規定安老院須委任1名護士或保
健員擔任感染控制主任，沒有護士或保健員的安老院則由
主管出任。

【本報訊】不幸感染流感的一對屯門姐妹，6歲姐姐何
宛宜已證實感染H3N2布里斯本型流感，仍在留醫；至於
在本月1日病逝的3歲妹妹何寶宜，是否感染同一型的H3
病毒，仍有待化驗。而兩名女童的母親，昨早11時再誕下
一名女嬰，惟新生命來臨，仍難以抵銷孫女離去的心痛，
祖父何桂明強調，誓會追究寶宜死亡的真相。
衛生署的病毒測試顯示，6歲姐姐何宛宜感染H3N2布里

斯本型流感，並非基因轉變令毒性增強，她目前仍在屯門
醫院留醫。醫管局發言人表示，何宛宜的情況穩定，但未
知何時可出院。

周一嶽稱十分關注事件
至於懷疑感染流感而被奪去性命的3歲女童，在上月29

日出現流感症狀，病情急速惡化，於本月1日逝世，經初
步化驗，證實感染H3甲型流感，署方表示她是否同樣感
染H3N2布里斯本型流感，仍有待化驗。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昨日表示，十分關注事件，已

要求醫管局及衛生署盡快找出女童的死因，並向有關家庭

致以慰問。他指，流感令病人突然死亡的病例罕見，期望
通過死因庭，可清楚交代醫療程序及死因。
他說，今年的流感高峰期持續較久，估計與H3N2布里

斯本型流感有關，而且天冷的時間較長，令部分人的抵抗
力減弱，預料流感患者會增加，惟現時衛生署的流感針用
得「七七八八」，有9成已給了老人家和其他指定的人士接
種，又認為在社區，打流感針的數目比以前較為低少少。

祖父誓要追查真相
據了解，由於H3N2布里斯本型病毒是威斯康辛型病毒

的變種，目前流感疫苗可預防威斯康辛型，故對布里斯本
型病毒只有40%至85%的防禦力。周一嶽強調，接種疫苗
永遠比不接種的保護為大。
小姐妹的母親於昨早11時，在屯門醫院誕下第4名嬰

兒，是一名女嬰，其餘3名孩子，包括何宛宜、何寶宜及
一名歲半的男童。原先一家六口的家庭，目前「一人走一
人來」，祖父何桂明難掩神傷，並強調誓會追究宛宜死亡
的真相。

【本報訊】(記者 鄭佩琪)距離奧運馬術比賽日期還有5個多
月，本港警方正緊鑼密鼓籌備保安工作。警務處處長鄧竟成昨
表示，暫無具體證據顯示有恐怖襲擊針對本港，警方會提高戒
備，並與奧組委等相關部門聯絡，確保奧運馬術賽能夠安全及
順利舉行。
奧運馬術賽是本港今年的重頭活動，警務處處長鄧竟成昨早

出席第20屆國際刑警組織亞洲區會議開幕禮後表示，打擊恐怖
主義活動是警方今年的優先工作，以往曾有奧運會發生恐怖襲
擊，本港警方暫時無收到具體情報顯示有恐怖活動針對香港，
惟警方會提高戒備，並與奧委會、國際刑警及其他相關部門保
持聯繫及搜集情報，確保比賽可以安全及順利舉行。

唐英年：警與執法單位密切合作
主持開幕禮的署理行政長官唐英年亦表示，奧運馬術比賽保

安工作，對香港警方來說是一項挑戰，警方會跟執法單位保持
聯繫合作，令比賽得以順利及安全舉行。
另一主禮人、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則表示，北京奧運成

功舉辦與否，關鍵在於保安工作。北京在各方面配合下，奧運
保安工作正有效及深度地推進，中央政府及執法部門有決心亦
有能力確保北京奧運平安舉行。國際刑警秘書長羅秉義則表
示，國際刑警曾訪問中國了解奧運保安進展，相關保安準備工
作屬高水平。
來自30個亞太國家及地區的120名代表，昨於灣仔警察總部出

席國際刑警組織亞洲區會議，討論非法賭波、高科技罪行及偷
運人口等議題，組織將重點打擊網上罪行、兒童色情罪行及有
組織知識版權罪行等，並強化現時通用的罪犯及罪案資料庫。

【本報駐澳門記者宋蕙芸
5日電】澳門以博彩業吸引
大量遊客，今日星際酒店
及娛樂場(見圖)再傳熱話。
一名內地蔡姓男子，以每
注1元港幣的投注額，贏得
165萬元Jackpot，成為百萬
富豪。
幸運兒蔡先生是星際的

會員，喜歡玩角子機，認
為可以一站式享受到多款
最新及獨家角子機的樂
趣。今日他於「現金快車」
以港幣每注1元投注額一夜
致富，贏得港幣165萬獎金。他在領受獎金儀式中，興奮
雀躍之情表露無遺，全場亦為他的百萬傳奇熱烈鼓掌慶
賀。蔡先生對於富貴黃金夢瞬間成真，感到喜出望外。他
表示：「一直以為低額投注的角子機只屬娛樂性質，很難
得到巨額Jackpot，但是次能夠以每注1元投注額便能贏得
巨額Jackpot，真的非常幸運，簡直有『玩之不完，贏之不
盡』的感覺。」

8成受訪者有患青光眼風險
【本報訊】今日是世界青光眼日，一項調查發現，近8

成受訪者有患上青光眼風險，包括患有近視、眼睛曾經受
創傷、高血壓等，然而逾6成沒有定期作眼科檢查，雖然
多於1倍受訪者認為，失明較患上心臟病更恐怖。有眼科
專科醫生建議，有青光眼風險人士，應每年接受一次眼科
檢查。
本港40歲以上的人士中，每100人便約有3人會患上青光

眼。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及康青會，於今年1月訪問了
502名40歲或以上人士，結果發現，77%受訪者可能有青
光眼的風險因素，包括患有近視（特別是深度近視）、眼
睛曾經受創傷、高血壓、近親曾患青光眼等。
調查中，多於1倍受訪者認為失明(26%)比心臟病(11%)更

可怕；惟62%沒有定期作眼科檢查，73%從未接受過眼壓
(眼球內的壓力)測試。
眼科專科醫生葉禮邦指出，青光眼可導致失明，影響患

者生活質素，並帶來經濟損失及醫療開支負擔，他建議有
青光眼風險人士，應每年接受一次眼科檢查，40歲以上人
士即使沒有風險因素，也應每兩年進行一次眼科檢查。

「朋友」傳淫照是否違法
馬時亨：法庭裁定

【本報訊】在藝人淫照風波中，警方曾指出「朋
友互傳」不算犯法，立法會昨討論事件，有議員要
求政府解釋「朋友」及「公眾人士」的定義。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見圖)表示，法例上是沒
有定義何謂「朋友」，「朋友」是否屬於「公眾人
士」須由法庭決定。
經濟及發展局局長馬時亨昨於立法會會議中表

示，管有淫褻或不雅物品是否違反《淫褻及不雅物
品管制條例》，主要取決於當事人是否管有有關物
品以供發布予公眾人士或部分公眾人士。「朋友」
是否可被界定為非「公眾人士」或「部分公眾人
士」，必須取決於個別個案中的一切相關事實。法
庭會根據法律及相關事實作出裁決。
有議員批評馬時亨的解釋，「如果是朋友就沒有

事，不是朋友就有事，經馬局長解完，凡是朋友都
可能有事。」馬時亨則回應說，「如果有人提出，
這個人究竟是不是所謂朋友，是公眾人士或部分公
眾人士，有爭拗時最後決定於法庭。」

■何母昨
在寶宜死
後第5日
作 動 入
院，幾小
時後順利
誕 下 女
嬰。左圖
為寶宜的
祖父何桂
明。

■第20屆國際刑警組織亞洲區會議開幕禮。左二為唐英年，右一為鄧竟成。 本報記者高仲明 攝

4校園爆流感 88師生中招
今年13宗院舍爆發 感染人數創半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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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女童母 昨晨再誕嬰

溫總報告務實 民生最關情

本次《政府工作報告》共40頁，約二萬五千字，篇幅
長度超過以往。報告共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

對過去五年工作的回顧，集中從三大方面回顧了本屆政府
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 力發展經濟、深化改革開
放、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所付出的巨大努
力，總結了過去五年來從實踐中獲得的六條寶貴經驗，耗
時整整一個小時；第二部分則重點從九大方面闡述2008年
所面臨的主要任務，歷時一個半小時。

國內經濟戰略性改變

綜觀整份報告，經濟問題不僅佔據最首要的位置，也是
報告中佔據篇幅最長，字數最多，最為濃墨重彩的內容。
在報告回顧與前瞻兩大部分中，均首先談及經濟問題，並
使用了大量數據。報告將經濟問題的重點集中放在了國
內，對外貿和外資僅輕輕一筆帶過。排在2008年要 重抓
好的九大重點工作之首，更是時下人們以至海外都高度關
注的「搞好宏觀調控，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報告提
出，「堅持擴大內需方針，調整投資和消費關係，促進經
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
口協調拉動轉變」，被專家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性
改變。

開出九藥方抑制物價

對於民眾普遍關心的物價上漲問題，報告提出，「防止
價格總水準過快上漲，是今年宏觀調控的重大任務」，並
從增加有效供給和抑制不合理需求兩方面開出了九劑藥
方，擺問題具體而實在，下任務明確而堅決。
五年前，溫家寶從朱鎔基手中接過接力棒，出任共和國

第六任總理。回顧五年來，社會形勢有了很大變化，但不
變的是溫總在其本屆任期內的五份《政府工作報告》中一
以貫之的親民情懷。
本次報告再次將民生問題擺在了突出位置，總共佔用了

九頁篇幅。報告不僅直面教育、衛生、就業、社會保障、
文化和體育、居民收入和消費、社會管理本等涉及人民群
眾切身利益的熱點問題，還深入務實提出未來保障和改善
民生的七大 力點，並對民眾普遍關心的教育、衛生、住
房等社會熱點問題開出多劑良方，並重點談及農業和農民
問題，字裡行間透露出溫總為百姓辦實事，辦好事的務實
作風。
關注民生是這屆政府自始至終的一個施政特點，不僅體

現在溫總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體現在他日常的行蹤
上。五年來，溫總經常深入農村、礦山、深入社會最底
層，體察民情。連續五個農曆除夕，溫總都在基層度過；
幾乎每一次重大災難，均能在一線看到溫家寶的身影。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5日電】
總理溫家寶今天向全國人大提交任
內第五份政府工作報告，在用略帶
沙啞的聲音講到「兩岸統一是中華
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海
內外中華兒女共同奮鬥，一定能夠
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時，已經站
立將近兩個半小時的他不禁有力地
舉起右手以示堅定信念，場下掌聲
更是經久不息。

談反腐反應最熱烈

長達40頁、洋洋兩萬餘字的報告
從過去五年回顧到今年工作建議，
從宏觀調控到結構調整，從經濟體
制改革到注重社會建設，從維護社
會穩定到轉變政府職能......字字鏗

鏘，聲聲入耳，在場代表、委員及
媒體記者多次報以熱烈的掌聲，表
達對溫內閣過去5年工作的肯定與
敬意，其中，當溫總講到涉及民
生、反腐及維護祖國統
一等內容時，掌聲最為
熱烈。據官方新華社報
道，今天全場總計響起
43次掌聲，超越去年媒
體紀錄的37次，創歷史
新高。
中午11時半許，作為

人大會議「重頭戲」的
政府工作報告在溫總沙
啞但有力的聲音中作
結。當他返回座位時，
國家主席胡錦濤微笑

伸出手與其相握，而國家副主席曾
慶紅更是起身和他握手致意，似是
祝賀他又一次出色地向全國人民遞
交出成績單。

外媒聚焦打擊通脹

坦陳不足 剖析內憂外患

港澳特首動靜相映
李肇星主席台耍「外交」

國內經濟問題佔最大篇幅 具體措施解決熱點問題

網友熱議 大快人心
■總理報告大快人心，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不執行中央政策的官員，不為民辦事的官員
要就地免職。

■開一次兩會，能把物價給降下來，老百姓也
就能高興起來了。事在人為啊。

■希望遵從民意，多討論教育的問題，多解決
一些實際的教育問題。如：教師福利待遇、
農村教師素質提升等。

■嚴厲打擊藥品回扣，堅決取締醫生收受紅
包，徹底消除醫院腐敗風氣，增加藥廠藥品
出廠的透明度。

■一個人只要進入了這個單位就定了終身，沒
有正常的流出和流入渠道，最好能打破什麼
機關、事業和企業的身份終身制。

■青年人有希望自己買得起房子不靠可憐的父
母可安居樂業，可安心從事一些創造性工
作，不只為錢而急功近利，可防止人才外
流。

■雖然農民賦稅減免，可是隨之而來的，農
藥、化肥、種子，農機⋯⋯價格悄然飛速升
高，最終獲益的不是農民，而是奸商！

人民網兩會論壇

談統一最動容 全場掌聲43次

委員：關注GDP降至8%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5日電】國務院港區全國政

協委員均認同報告內容，指出長達40頁的報告，全面
總結過去5年的工作，同時廣泛、深入、宏觀地勾劃
未來的工作大計。
譚耀宗：報告全面、務實，既充份概括過去5年的不

平凡的路，並指出未來5年的工作計劃。

李秀恆：報告「隻字不提」吸引外資，反映國家已開

始不再單以「低勞動成本」、資源等吸引外

來企業。報告減少國際投資比例，反映中國

發展層次已到達一定水平，不用依靠外資。

劉宇一：溫總提到文化要「大發展、大繁榮」，令他

感受良深。中國要出精品大作，必須培養名

家，耐下心來，戒除浮躁。

劉夢熊：關注調低GDP增長率至8%能否做到。

陳玉書：作為印尼華僑深為國家5年發展感到驕傲。

黃英豪：此次調低經濟增長預測，具有深遠意義。

王 鳴：關注文化大發展，認為經濟發展迅速的國

家，也要關注文化的發展。

劉遵義：認為8%是個保守數字，而隨 人民幣升值，

進口貨成本下降，通脹未必高至4.8%。

劉宇新：報告含金量高，無論法治建設、人民生活建

設及經濟建設均全面涵蓋。

計佑銘：溫總報告時「越講越興奮」，他幾次回頭都

看到外賓及外國記者對溫總投以敬意的眼

光，自己也為此熱淚盈眶。

李文俊：國家應把工業發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人代：港參與國家發展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5日電】港區人大代表在下

午舉行會議，討論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
告。多名發言的港區人大代表讚揚，溫總報告不但準
確，也全面總結國家過去5年的發展和成就。
譚惠珠：報告是有前瞻性的勾劃了國家堅定不移的發

展藍圖，也凸顯了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中

心理念。

林順潮：內地現時普遍存在醫生工資偏低、醫療扶貧

隊伍不足等問題，若要根本解決有關問題，

建議把醫生計算薪酬的制度進行改革，不再

以「花紅」形式計算工資。

吳亮星：國家未來應在企業管理上進行更多的改革，

更好把優質的管理人才挽留及進行培訓。

梁劉柔芬：在協助國家發展的道路上，香港已不只是

「指指點點」的旁觀者，相反是一個確實的

參與者。

田北辰：建議有關當局設立官員的全面評估制度，就

官員的表現、成績進行全方面的評估，以作

為官員晉升的準則。

蔡素玉：國家善用沙漠作為太陽能源發展地，她相信

善用沙漠將有很大的潛力。

楊耀忠：總理今年在提出發揮宗教界人士及信教群

眾，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他認

為這是國家邁向和諧社會重要的一步，也是

國家逐漸走向進步的階段。這是國家認同民

間團體在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

港區委員代表熱議政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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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5日電】在熱烈

的掌聲中，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走到台前，

宣讀他的第五份、也是本屆任期的最後一

份《政府工作報告》。報告在總結過去5年

輝煌成就的同時，提出今年政府工作的

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務，並 重就經濟、

農業、民生等熱點問題提出九大建

議，字裡行間洋溢 「執政為民」

的坦誠務實作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面對五千代表、委員，溫總在報告
中不迴避，不粉飾，不僅敢談，還多談、實談不足和危
機。在報告中，溫總用了整整兩頁、四個段落來坦陳經濟
發展和政府工作中存的問題，剖析面對的國內外挑戰和危
機。外界輿論認為，如此的篇幅，如此具體的談不足和問
題，在以往報告中前所未有，反映了新一屆政府的憂患意
識和敢於直面問題、解決問題的坦誠、務實與魄力。

首次提出「反恐維穩」

此間政情觀察家指出，這是總理首次在《政府工作報告》
中提出「反恐維穩」一詞，值得高度重視。
環保問題是溫總本次報告的另一大重點。報告在2008年

工作中使用二頁篇幅，以專門章節具體談及加大節能減排
和環境保護力度，做好產品品質安全工作，就節能減排提
出十項體措施。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5日電】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
議今日開幕，入選主席團常務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吳邦國與
習近平今天的座位未與胡錦濤等其他七名常委相鄰，而是
移前一排，和另七名主席團常務主席坐在執行主席席。在
該9名主席團常務主席中，習近平僅次吳邦國，排名第
二。江澤民、李鵬等老同志則未有出現。
專程赴京列席全國人大的特首曾蔭權與澳門特首何厚鏵

亦在主席台就座。兩鄰座港澳長官今天一個活潑，一個安
靜，風格迥然不同：繫 明黃煲呔的曾蔭權，不僅開幕式
前與左鄰右舍搭話，兩個多小時內動作頻頻；而何厚鏵除
會前有短暫寒暄外，幾乎表情嚴肅研讀報告。
儘管已卸任外交部長將近一年，只見李肇星不但與「左

鄰」滑冰名將楊揚、「右舍」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前排
—原空軍司令喬清晨、後座全國青聯主席楊岳相繼握
手，更和數排之遠的婦聯主席顧秀蓮、呼吸病專家鍾南山
院士遙相致意，活躍度之高令人欽佩。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5日電】5日溫家寶總理
所作政府工作報告成為海外媒體關注的焦點。溫
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政府今年工作仍將
重避免經濟過熱，力求降低通貨膨脹。路透

社、美聯社和法新社等西方主要通訊社5日大量
報道，並對報告中抑制通貨膨脹和經濟發展目標
等內容進行分析和評論。
路透社：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把防止經濟增長

轉為過熱、防止價格演變為明顯通貨膨

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美聯社：對政府工作報告強調推進經濟結構調

整、轉變發展方式、節能減排、加強產

品品質安全予以關注。

法新社：突出政府工作報告關於抑制物價上漲、

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內容。

日《產經新聞》：
溫家寶所作政府工作報告改變中國過去

經濟發展追求增長速度的特點，重視民

生問題的姿態表明中國政府努力實現社

會公平和正義的方針。

BBC：　溫家寶表示防止通脹是今年重大任務，

但中國經濟仍面臨諸多挑戰和風險。由

於北京將主辦奧運會，本次人大更為外

界關注。

中東卡塔爾半島電視台：
溫家寶誓要打擊通脹，並採取嚴厲措施

阻止經濟過熱。

英《衛報》：
溫家寶強調中國需要打擊貪污，並繼續

推行改革。

■5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前，
胡錦濤同曾蔭權親切交談。 新華社

■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在會場。 新華社

■譚惠珠 ■田北辰 ■劉夢熊 ■劉詩昆■計佑銘

■會前，
胡錦濤同
何厚鏵親
切交談。
新華社

■會前，
曾慶紅同
曾蔭權親
切交談。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