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懷念在閩美好時光

習近平今天專程前往福建代表團駐地看望閩籍全國人
大代表。他表示，今年是中國發展進程中很不尋常

的一年，一系列重大活動將舉辦，其中包括隆重紀念改革
開放30周年。

「福建人民培養了我」

他說，黨的十七大繼續強調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
這是有深刻含義、有現實意義的。繼續解放思想就是要掃
除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思想障礙，堅持改革開放
就是要掃除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體制、機制障
礙，繼續推動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政府機構改革，要加快
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仲介組
織分開的服務型政府，更好地實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
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

記者注意到，這是習近平升任黨和國家領導人以來首次
看望福建代表團。習近平顯然對於他工作生活17年的福建
感情甚深。他逐一與閩籍代表握手，並深情表白：在他35
年、6個省市的工作歷程中，福建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
段年華。在閩期間自己學習、歷練並受教育，是福建的環
境和人民培養了他。

據了解，1985年習近平入閩，先後在廈門、寧德、福州
以及省委、省政府工作，經歷參與了福建縱深改革，推進
兩岸進一步交往的幾個關鍵發展階段。

贊同建設兩個先行區

習近平介紹，福建在轉變政府職能方面起步較早。他猶
記得當年在福建提出政府職能要有所為有所不為，使政府
變成有限政府。2002年1月，他提出把政府建成適應市場
經濟發展要求的服務型政府，這些思路和要求是符合中央
精神的，而且在福建的實踐中已經取得明顯成效。

習近平又稱，離開福建後，對閩省改革開放的每一個重
大舉措，他都是關心的、支持的。福建最近提出建設科學
發展和兩岸交流兩個先行區，他很贊同這個思路。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0日
電】全國政協委員、外交部副
部長武大偉(見圖)10日向本報
表示，國家主席胡錦濤將於今
年春季訪問日本。期間，兩國
領導人重點將就雙邊關係在21
世紀如何發展等戰略性重大問
題相互交換意見，並會爭取就
21世紀中日關係的長遠發展達
成一些戰略性共識。他說，屆
時雙方應該會發表一份共同文
件，但共同文件的形式和內

容，目前仍在研究和商討之中。
對於胡總或於五月訪日一說，武大偉表示，訪問的具體

時間雙方正在協商，現在還沒有具體結論，但相信不久就

會有消息。他強調，五月也是春天，中日關係應該永遠是
春天。

中日關係應該永遠是春天

武大偉說，胡錦濤主席即將展開的日本之行，是今年中
國外交的一件大事，將會對21世紀的中日關係發展產生深
遠影響，也將會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日本是一大
國，也是中國周邊國家中的重要一員，妥善處理好中日關
係，使中日關係保持穩定、健康發展的勢頭，對於中國處
理同大國的關係、處理同周邊國家的關係，都具有重要意
義。

那麼，中日能否在胡總訪日之前就東海油氣開發問題達
成共識呢？對此，武大偉表示，中日東海磋商目前仍在進
行之中，雙方都為此做出了積極努力，也取得了一些重要
進展。他強調，東海油氣開發問題是中日關係中的一個具

體問題，什麼時候解決取決於雙方的共同努力，也取決於
雙方在什麼時候能夠達成共識，這一具體問題不應影響和
干擾胡總訪日。

武大偉相信，通過中日雙方的共同努力，中日能夠就東
海油氣開發問題找到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妥善解決辦法。

指毒餃難阻中日關係前進

在被問及日本媒體有關「毒餃子」事件令胡總訪日行程
延後，阻礙中日關係發展的說法，武大偉半開玩笑地反問
道：「幾個餃子就能阻擋中日關係的前進？你們這些記者
都是什麼頭腦啊？」他隨後進一步指出，「毒餃子」事件
涉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問題，中日雙方均高度重視，雙
方第一目標是查明真相，第二目標是建立兩國間關於食品
安全的長效的合作機制。目前，中方正在同日方進行探
討，相信最終能夠建立這個機制。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0日電】全國人大台灣代表團今
日舉行會議，13名在大陸生活的台籍代表暢談兩岸關係發
展。上海台聯副會長張雄建議，有關方面應將從事高科技
產業的台資企業納入國家科技創新體制，令台企也可享有
相應的優惠政策。部分代表認為，鑒於台資在大陸發展迅
速，大陸應盡快修改《台胞投資保護法》，促進兩岸貿
易、台商投資和台胞就業問題的解決。

倡開放台律師大陸執業

本屆全國人大台灣團團長梁國揚表示，根據規定，兩岸
統一前每屆人大均會從在大陸定居的台胞中選出13名代
表，組成台灣代表團。本屆台籍人大代表，除著名經濟學
家林毅夫的妻子陳雲英曾在台灣生活外，其餘均屬第二、
三代台胞。

台灣彰化籍代表魏麗惠認為，目前已開放台灣醫師可在
大陸執業，但用人機構卻不知如何管理台籍人才，希望政
府能就此制訂詳細的操作規定和政策。

福建省台聯會長陳耀中則認為，近年來涉台民事、商務
案件大幅增加，建議兩岸應盡快建立司法協作安排，並考
慮開放台灣律師在大陸執業。

籲保護台胞隱形投資

由於台灣當局阻撓，不少台胞只得匿名在大陸投資，造
成了不少經濟糾紛。多位台籍人大代表認為，在台灣當局
阻撓情況下，大陸方面應保護這些台胞的隱形投資。還有
代表指出，兩岸貿易逆差已超過300億美元，大陸方面應
起草類似對台貿易法案，並促進大陸產品銷往島內。

台灣團代表高度評價了胡錦濤總書記今年3月4日的最新

對台講話。陳雲英代表認為，從中能夠體會到胡總「非常
關心兩岸前途」，他的講話不僅觸動 在大陸的台胞，也
感染 生活在島內的2,300萬台灣民眾。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0日電】
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常務副主
席厲無畏(見圖)昨天代表民革中央
在政協大會發言時說，隨 兩岸關
係的進一步發展，兩岸在一個中國
原則的基礎上交流對話、協商談判
達成和平協定的條件，已經逐步走
向成熟。作為參政黨的民革要進一

步團結台灣島內反對「台獨」的各個政黨、團體和各
界人士，共同推動這一進程。

厲無畏代表民革中央提出五項建議：
■繼續把反獨遏獨作為當前對台工作的重要任務，

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絕不動搖，反對「台獨」分裂活
動絕不妥協。

■積極推動兩岸人員往來和經貿文化交流合作，真
誠為兩岸同胞謀福祉。對大陸台資企業的經營狀況和
存在的問題進行全面的調查研究，為廣大台商在祖國
大陸順利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環境和條件。

■進一步做好爭取台灣民心的工作。凡是對台灣同
胞有利的事情，凡是對維護台灣和平有利的事情，凡
是對促進和平統一有利的事情，我們都要盡最大努力
把事情做好。

■加強交往，擴大共識，進一步深化兩岸政黨交
流。

■牢牢把握兩岸和平發展主題，積極推動兩岸達成
和平協定的進程。通過談判，逐步尋求解決兩岸政
治、經濟、文化、對外交往等重要問題的辦法，對未
來兩岸關係進行規劃。

民革副主席提五建議
推動兩岸和平協定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0日電】全國政協委員、外交部
副部長武大偉10日說，目前已有100多位外國領導人、國
家元首、政府首腦表示將出席2008年北京奧運會。

逾百外國元首將出席京奧

「這一數字還在不斷變化，每天都在增加。」武大偉在
兩會間隙接受中外媒體採訪時說。他表示，奧運會是世界
人民的體育盛會，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也是各國人民的共
同願望。

此外，武大偉透露，國家主席胡錦濤將出席今年春天在
海南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將於
4月11日至13日在海南省博鰲舉行。

武大偉表示，屆時還會有其它多個國家的領導人出席論
壇，並對中國進行訪問，這將成為今年中國外交工作的一
件大事。

4月博鰲論壇
胡總將出席

探望福建人代 支持兩岸交流「先試先行」

武大偉：胡總訪日 尋戰略共識

台灣代表籲予高科技台企優惠

今年兩會的開放
程度超乎想像，一
眾香港同行連歎活
動 太 多 ， 應 接 不
暇。多位報道兩會
多年的老記感歎，
往年會議進入目前

的討論階段，各代表團基本閉門謝客，縱使記者極盡「門
裡趕出去，窗戶跳進來」之能事，能挖掘到的新聞也少得
可憐。許多同行也因此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索性放軟手
腳等閉幕。但是今年，兩會講求開放，到目前階段常常一
天就開放十來個團組，偌大北京城，各代表團之間相隔頗
遙，記者就算是自己駕車趕會，也往往不可能一一到場。
即使幾個同事配合，也往往疲於奔命。

不僅活動開放，代表委員的心態也開放不少，讓圍追堵

截的記者欣喜不已。無論是物價、應急機制等敏感話題，
還是大部制等重大調整，代表委員基本上是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就是初登全國人大舞台的幾位農民工代表也一樣
從容淡定。「他們非常自信、從容，很不簡單。」法國一
周刊記者蒲皓琳女士對三位農民工代表的首次亮相作出了
上述評論。

外國媒體「禁區」解禁

今年兩會首次在網上開通了「記者採訪代表登錄系
統」，還在網絡上公佈了各駐地新聞聯繫人的電話。在各
團討論結束後會留20分鐘時間給記者提問。6日晚浙江代
表團代表的集體採訪活動就受到近百家境內外媒體200多
名記者的關注，原定的採訪時間一再延長，採訪結束後一
些代表仍被記者圍住無法脫身。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駐地也不是外國媒體的「禁

區」。路透社記者鄒元彪告訴記者，他已經去了好幾個代
表、委員駐地，只要跟採訪對象本人聯繫好就可以進入。

■本報兩會報道組

兩會開放度高 記者歎分身乏術

A12 責任編輯：黃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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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0日電】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習近平今

天透露，今年中國將隆重紀念改革開放

30周年，以推動新一輪的思想解放和改

革創新。習近平並表示，在他35年、6

個省市的工作歷程中，福建是他人生

中最美好的一段年華。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0日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十日下午在出席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解
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強調，國防和軍隊建設關繫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的發展全局。富國和強軍都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務，
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基石。

胡錦濤強調，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軍，最
根本的是打牢官兵高舉旗幟、聽黨指揮、履行使命的思想政治基
礎，確保軍隊建設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胡錦濤指出，富國和強軍都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務，是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基石。要
進一步探索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內在規律，堅持經濟建設
和國防建設協調發展方針，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軍民融合式發展路
子。要加快建立和完善軍民結合、寓軍於民的武器裝備科研生產
體系、軍隊人才培養體系和軍隊保障體系，充分利用經濟社會發

展成果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
胡錦濤強調，全軍要始終牢記人民軍隊的宗旨，大力弘揚在抗

擊嚴重雨雪冰凍災害鬥爭中表現出來的偉大精神，為全面建設小
康社會作出新的貢獻。

胡錦濤指出，要堅持以軍事鬥爭準備為龍頭帶動軍隊現代化建
設整體發展。堅持從實戰需要出發從難從嚴訓練部隊，積極推動
機械化條件下軍事訓練向信息化條件下軍事訓練轉變。堅持不懈
地抓好基層建設，進一步打牢部隊戰鬥力的基礎。以增強打贏信
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能力為核心，不斷提高解放軍應對多種安全
威脅、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

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主持會議。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及中
央軍委委員等其他高級將領出席。

會議結束時，胡錦濤等軍委領導會見了來自基層和一線專業技
術崗位的部分軍隊人大代表，並與他們進行了親切交談。

胡錦濤：加快完善軍民結合

■胡錦濤出席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圖為胡錦濤與軍隊人大
代表交談。 新華社

兩會熱點兩會熱點兩會熱點兩會熱點兩會熱點

■台灣省代表團舉行會議。 新華社

■一名記者在會場外的天安門廣場抓住一名解放軍中
將採訪。記者一手拿話筒、一手握相機 實忙活。

中新社

■習近平看望福建代表團。 本報北京傳真

補習淫師 改名再非禮5女童
有3次案底 判囚56個月 官稱公眾應知導師背景

學者倡設性罪犯名冊
【本報訊】根據懲教署的資料顯示，超過

6%的兒童性侵犯者，在出獄後都有機會重
犯。有學者建議仿傚美國的做法，設立性罪犯
名冊，讓指定人士可以查閱。城大應用社會科
學系導師黎定基建議性罪犯獲釋後，接受福利
官貼身監管3年，要他們定期做評估，有孌童
癖的不可以從事接觸到兒童或者青少年的工
作。

另外，他又建議設立一份性罪犯名單，但要
限制指定人士才可查閱，如「學校團體又或者
涉及大組群的團體，他們可以經法官或者警方

的同意，查閱諮詢名單內的人士。」

助了解背景 減少性罪行
城大應用社會科學系犯罪學課程主任黃成榮

認為，性罪犯名冊可以令學校聘請與學生有密
切接觸的人士時，先了解對方背景，減少性罪
行再發生。

律政司發言人表示，法律改革委員會06年成
立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會，研究有無需要成立
性罪犯名冊，由於問題複雜，社會亦有爭議，
暫未有完成檢討時間表。

挪用客人股票 羅肇剛囚55月

■責任編輯：施篇A5 二○○八年三月十一日（星期二）戊子年二月初四

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 星期六 ) 丙戌年九月廿一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 星期六 ) 丙戌年九月廿一

h t t p : / / w w w . w e n w e i p o . c o m

重 要 新 聞T O P  N E W S

【本報訊】有3次非禮案底的中年已婚補習教師滿刑後再重施故伎，改名換姓後開辦補習社以按摩為名，侵

犯5名12至15歲女童的胸部和下體附近，他早前承認9項非禮罪，昨被判囚4年8個月。心理報告顯示涉案教師

有孌童癖，他更稱刑滿後欲再開補習社，法官因此指出，當局應考慮公眾是否有權知道補習導師的背景。

法官湯寶臣指，被告林東駿(又名林祖建)(50歲)的心理報告顯示
他對青春期女童有性興趣，有孌童癖傾向，重犯機會高，被告之
前犯案判刑後明顯對潛伏的孌童意向沒有積極處理，還要開辦補
習社接觸女童，事件對受害人心理成長造成負面影響。加上被告
犯罪明顯違犯誠信，家長既然信任被告，將仔女同錢交給他，但
男導師不應與女童有身體接觸，故應判阻嚇性刑罰。

出獄後欲再開補習社
法官續稱，被告曾向心理官表示欲出獄後再開辦補習社，法官

便指公眾是否有權知道補習導師的背景，當局應適當考慮決定。
被告曾經有過3次非禮案底。早在1976年他17歲時，已干犯非禮罪

行，當時被判守行為；至1994年，他在火車上非禮16歲少女，被
判罰款5千元﹔其後，被告於同年在其上水的住所開辦私人補習
社，涉嫌非禮一對8歲及10歲的補習姊妹花，被裁定非禮姐姐罪
成，重判入獄30個月。

社工接投訴揭發事件
今次案情指，被告自2003年起租用天水圍天愛苑愛潮閣一單位作

補習社。在去年3月至5月期間，他以替5名事主按摩為藉口，起初只
是輕揉肩膀，繼而變本加厲，解開部分事主的校裙後，伸手入內
撫摸和揉捏她們的胸部，亦曾伸手入內褲按摩她們腹部下接近陰
部之位置。其中一名事主於同年5月向學校社工投訴而揭發事件。

【本報訊】「當舖大王」裕泰興老闆「九叔」
羅肇唐之弟、前利順證券公司東主羅肇剛，02年
涉串同兩名下屬，挪用逾百名客戶的股票出售以
抵償公司債務，令客戶損失逾2千萬。3人早前於
區域法院承認串謀詐騙等控罪，法官指案件破壞
市民對中小型股票行的信心，判3人入獄35至55
個月。

令客戶損失逾2千萬
區院暫委法官王興偉於判刑時指，各被告聲稱

為解決公司財困而犯案，但證據顯示財政困難乃
眾被告挪用資金作投機活動而造成，故被告的責
任不可推卸。

官斥損港金融中心形象
法官又指本案令受害客戶損失龐大，斥各被告

行徑破壞市民對中小型股票行的信心，亦損害本
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形象，故判案中主謀羅肇剛

（55歲）入獄55個月，其餘兩被告胡晉傑（45歲）

及蔡子明（35歲）則分別入獄52及35個月。案情
指，利順證券於01年出現周轉困難，羅與下屬商
量後，決定秘密地挪用客戶購買的股票出售套
現，將款項轉入已透支的公司銀行戶口。其餘兩
名被告則負責向銀行出示虛假記項，意圖瞞天過
海。其後證監會發現被告的公司交易有異常，調
查下揭發事件。

■有3次非禮案底中年補習教師出獄後改名換姓 ■在補習社內侵犯5名12至15歲女童

補習淫師犯案經過

火焚房車

一輛7人車昨午約4時載同僱主沿灣仔告士打道
東行，駛至愛護動物協會對開時，車頭突冒
煙，消防員接報到場開喉灌救，迅將火撲熄。

商廈設計各具特色
新地將旗下寫字樓租務部門「BIZ Office Leasing」，作

出全方位的品牌推廣及提升。BIZ的意思為Business，新
地以鑰匙為商標設計，意為企業客戶開啟商務之門。
BIZ Office Leasing貫徹了新地的經營理念，將高質素的
商業項目引進商業核心區內；目前在香港發展的寫字樓
合共有十九座甲級商廈，遍佈香港、九龍和新界，全數
大廈總面積超過800萬平方呎；隨 數個新商廈陸續落
成後，總面積將超過1,000萬平方呎。

新鴻基地產代理寫字樓租務部襄理（商務發展）何嘉
儀表示，BIZ Office Leasing的寫字樓物業均坐落於鐵路
沿線，形成一個強大的商廈網絡及優越的交通配套，務
求讓客戶盡享四通八達交通之便。

除交通配套外，BIZ Office Leasing旗下的寫字樓物
業，均提供多元化設施，包括大型購物商場，為各行各
業的客戶提供最適切、最優質的環境和服務。

矚目新地標傲視全球
BIZ Office Leasing不斷興建頂級高質素的寫字樓物

業，無論規劃、用料及設計均創下新標準。旗下地標項
目，一向是國際市場焦點，繼樓高420米的國際金融中心
二期（Two ifc）後，樓高490米的環球貿易廣場（ICC），
將成為全球第三高的建築物及香港最矚目的新地標。

六星級酒店式管理服務
新地除了商廈物業規劃及設計上力求完美，更引入六

星級酒店式禮賓服務，細心照顧客戶所需，務求令寫字
樓租戶享有酒店式服務的禮遇。服務包括雨具借用、郵
遞服務、代召的士、售賣郵票、超聲波清洗鏡片、出租
豪華房車、禮品包裝、網上查詢及手提電話充電服務
等。集團致力為客戶締造上班一族舒適的「商廈生活」

（Office Life），享受上班點滴。
BIZ Office Leasing以煥然一新的形象進一步加強於市

場上的推廣，新地旗下商廈組合的優質物業必然能夠更
為市場所認識，從而使更多租戶能體驗到其「六星級酒
店式服務」的優質商廈生活。

頂級商廈項目進駐京滬
隨 內地經濟發展迅速，新地亦致力加強內地重點城市

的物業發展項目，目前BIZ Office Leasing商廈項目包括北
京新東安廣場和上海中環廣場，總面積為80萬平方呎。
新項目包括上海浦東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的上海國金中心

（Shanghai ifc）及淮海中路綜合性項目，前者以打造為浦
東新區的國際頂級水準商廈為目標；同時上海國金中心將
興建兩間高級酒
店，預計於2009
年至2010年分階
段完工；後者位
處於市內最繁盛
核心地區的淮海
中 路 綜 合 性 項
目，包括甲級寫
字樓、高級商場
及豪華住宅，其
中120萬平方呎
的大型商場，勢
將成為上海市中
心的新焦點。

提升商廈質素 打造舒適商廈生活環境
新鴻基地產 BIZ Office Leasing  企業商家明智之選

新鴻基地產(新地)寫字樓租務部「BIZ Office Leasing」不斷提升旗下甲級商廈的質素，致

力為客戶提供最舒適、最優質的工作環境，並以「Right place for the right business」為口

號，致力提供頂級質素及專業的管理服務，為各行各業企業商家提供多元化、服務一流的優

質商業大廈。 文：陳　濤 圖：新鴻基地產

■上海國金中心位於浦東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首期包括九十萬平方呎優質
寫字樓，於2009年中落成。

■環球貿易廣場坐落機鐵九龍站，第一期於2007年
底經已落成。

■BIZ Office Leasing 以用心獻上其優質商廈
的像真朱古力為廣告主題， 代表每一位專業
的員工皆竭誠為客戶送上真摯殷勤的服務，
讓人感到溫暖窩心。

BIZ Office Leasing 商廈組合
地區 香港項目 地區 優質商廈
中環 國際金融中心一期及二期 沙田 新城市中央廣場
灣仔 新鴻基中心 葵芳 新都會廣場
灣仔 中環廣場 葵興 貿易之都
灣仔 海港中心 荃灣 新領域廣場
銅鑼灣 世界貿易中心 上水 上水廣場
觀塘 創紀之城一、二、三、五及六期 九龍站 環球貿易廣場（二期及三期發展中）
旺角 新世紀廣場 葵涌 葵涌地段215號（發展中）
沙田 新城市商業大廈
地區 內地項目 地區 優質商廈
北京 新東安廣場 上海 上海國金中心（發展中）
上海 中環廣場 上海 淮海中路綜合性項目（發展中）

查詢熱線：何小姐（852）2828 7899
瀏覽網頁：www.shkp-offic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