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入境主任涉騙貸650萬
擁海逸豪園都會軒等豪宅 瞞債向3銀行申按 加國ADAM壯陽藥

衛署籲停服用
【本報訊】衛生署昨日呼籲市民，留意加拿大衛

生局近日發出的新聞稿，該局指一款名為「ADAM」
的壯陽產品會引起嚴重不良藥物反應，市民應立即
停止服食。

含昔多芬可令血壓急降
加拿大衛生局表示，該產品含有西藥成分「昔多

芬」，用於醫治陽痿，副作用包括低血壓、頭痛、
嘔吐、頭暈及暫時性視力模糊，並可能和某些藥物
（例如nitroglycerin）產生化學作用，令血壓降至危
險水平。
發言人說，根據醫管局就因血糖過低入院個案的

驗測，至今發現有28名年齡介乎39至86歲的病人的
尿液樣本含有「昔多芬」及降血糖藥「格列本
」，其中15人表示曾服用類似的壯陽產品。

棍毆販管員
小販囚半年

打磨工墮30米高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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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曾負責向外界公布羅湖邊境出入境數字的前總入境事務主任，早前被廉署揭發於入

境處任職期間，先後購買多個物業，申請按揭貸款之時，向3間銀行聲稱從未申請按揭貸款，令銀

行無視其負債情況，最終批出650多萬貸款。涉案被告昨否認4項欺詐罪，案件昨於區域

法院開審。

【本報訊】青衣與上水昨午先後發生奪命工業意外。在
茜草灣路一船廠，一名打磨技工在30米高工作台上工作
時，因工作台傾側墮下，復遭倒下工作台重壓，由消防救
出送院，終因傷重不治；另馬會道一間車房的工人懷疑由
高處墮下昏迷，送院證實死去。
青衣的工業意外發生在西草灣路一間船廠，傾側倒下的

電動工作台可以升高降低，亦可移動，以方便工人為船身
工作。

疑升降台撞硬物翻倒
昨午2時半左右，一名打磨技工在升至30米高的工作台

上替一艘大型船隻進行船身表面去鐵 工程，其間升降台
在移動時疑撞及硬物翻倒，工人失卻平衡由30米高墮下，
繼而被倒下的工作台壓住雙手，工友發覺報警。據悉，傷
者其後由消防員救出時已無呼吸和脈搏停頓，救護員就地
施救後曾恢復微弱脈搏，被送入瑪嘉烈醫院搶救，延至下
午4時40分被證實不治。死者洪×明(41歲)，家住屯門。警
方經調查後認為事件屬工業意外，已知會勞工處跟進調
查。
另外一宗致命工業意外發生在上水馬會道一間車房，昨

午1時許，一名車房工人被同事發現倒臥於地上，昏迷不
醒，懷疑從高處墮下，連忙報警，由一名58歲姓楊同事陪
同送入上水北區醫院，其後證實不治。由於是工業意外，
勞工處已派員到場調查。死者姓辛(53歲)，是遇事車房的
維修工人。

【本報訊】剛為人父的小販與女友本周二在灣景行人天
橋非法擺賣手袋，不忿食環署人員掃蕩而大鬧街頭，拳打
執行職務的4名食環署主任，更隨手拾起地拖棍襲擊各
人，最終被制服。狂躁小販昨於東區法院承認5項襲擊致
身體受傷、阻礙公職人員、無牌販賣及阻街罪，裁判官斥
責他以地拖棍襲擊他人令罪行更嚴重，下令判囚半年。

犯案纍纍 擁20刑事記錄
27歲的被告蘇建華已有約20個刑事記錄，其代表律師求

情指，他的女友剛於一個月前為他產下兒子，是一家大小
的經濟支柱，懇求法庭輕判。裁判官則指案中被襲擊的食
環署職員只是執行職務，被告卻以暴力相向，更斥責他以
地拖棍毆打職員，令案情更加嚴重，須判處監禁。惟裁判
官下令，將被告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及無牌販賣兩項控罪
無條件撤銷。
案情透露，被告於本年3月11日，與女友在灣仔海港中

心行人天橋非法擺賣手袋，遭4名巡邏中的食環署主任掃
蕩。被告拳打一名食環主任以求逃脫，將6個手袋、紙箱
及女友遺留在現場，卻在食環主任沒收其貨物時折返，並
再次襲擊該名食環署主任，其後又再成功逃去。4名食環
署職員只好對被告女友進行票控，此時被告又突然出現，
不僅襲擊兩名職員的面部，又揮舞地拖棍「以一敵四」，
最後終被職員制服。被告被捕後，在警誡下承認控罪，而
4名食環署主任的面部及四肢均出現擦傷及觸痛。

涉隱瞞負債向銀行貸款的被告歐振雄（54歲），任職入境處
逾25年，退休前擔任總入境事務主任，駐守羅湖邊境管制
站，每逢出入境高峰期，均代表入境處公布出入境數字。由
大律師鍾偉強代表的被告，昨否認於04年9月至06年1月期間，
分別向匯豐、東亞及永隆銀行申請樓宇按揭貸款時，假稱沒
有從其他銀行取得按揭貸款及隱瞞其還款狀況，從3間銀行借
得650萬元。

月薪僅6萬 供款11.3萬
控方開案陳詞指，被告於案發前已從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

獲得兩筆按揭貸款逾270多萬元；至04年9月，被告再購買兩個
物業，並向匯豐銀行申請兩筆按揭貸款，但過程中並無透露

早前已獲的兩筆貸款，結果匯豐銀行向其批出貸款290萬元。
直至04年12月及06年1月，被告再分別購買兩個物業，並向

東亞銀行及永隆銀行申請按揭貸款。當時被告就已借的按揭
貸款，每月需還6萬3千多元，但被告向東亞及永隆銀行隱瞞
有關情況，其後兩間銀行同意被告申請，另批出360萬元貸
款。最終被告就所有貸款申請，每月須還款11萬3千元，遠超
其當時工資6萬元。

退休前兩個月被捕
據悉，涉案4個物業分別位於上水中心、海逸豪園、都會軒

及皇府山，其中海逸豪園單位的購入價約為300多萬。另被告
原打算於去年底退休，但退休前兩個月卻因本案遭廉署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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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茜草灣路工作台墮下的打磨技工送院死亡。

白立忱是
遼寧人，回
族，他的工
作經歷中有
20多年的時
間是在遼寧
度過的，十
多年的時間
在 寧 夏 度
過。他的簡

歷上寫 「喜愛登山，聽古典音
樂」，這在眾多官員的簡歷中倒不
多見。
白立忱從1960年起在瀋陽農學院

農機系讀了4年書，1964年開始在遼
寧營口市一家農業研究所當技術
員，其後有4年時間下放「五七」
幹校和農村勞動。從1972年起先後
擔任營口市人事局副科長、郊區區
委書記、營口市長等職務。從1984

年到1986年先後擔任盤錦市委書
記、遼寧省省長助理、遼寧省委常
委、副省長等職。
從1986年起，白立忱又在寧夏自

治區工作了十多年，他先後擔任寧
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代主
席、自治區黨委副書記、主席等
職。
1997年任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

黨組書記（部長級）。1998年3月當
選為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99
年1月當選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
理事會主任。是中共第十三至十六
屆中央委員；第七、八屆全國人大
代表（甘肅）。2003年3月在全國政
協十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第十屆全
國政協副主席，中共十七屆中央委
員。

■據中新社、新華社

回族翹楚　白立忱
陳 奎 元

2003年1月
被任命為中
國社科院院
長，中國社
會科學院是
直屬於國務
院的事業單
位，是中共
重要智庫之

一。前三任院長分別為胡喬木、馬
洪、胡繩，均是中共理論界的重量級
人物；第四任院長則是時任中央政治
局委員的李鐵映，更加凸現決策層對
該機構的重視。在2000年，陳奎元被
任命為中國農業大省河南省的省委書
記，2002年調任北京工作。
陳奎元從1992年起，先後擔任西

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黨委書記和
西藏軍區黨委第一書記，而現任中

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正是在1992年
從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任上調到
北京工作的。
陳奎元1941年1月生，遼寧省康平

人，大學學歷。1965年加入中國共
產黨。1964年9月參加工作。1964年
畢業於內蒙古自治區師範學院政教
系。歷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
爾盟黨校教員、盟委宣傳部科長，
西新巴旗阿鎮鎮委書記，呼盟委黨
校副校長、盟委常委、副秘書長、
秘書長。1983年至1989年任中共內
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委副書記、
書記。1989年至1992年任中共內蒙
古自治區黨委常委、自治區政府副
主席、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高等院校
工作委員會書記。2003年3月當選第
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第十四
屆、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

■據中新社、新華社

智庫掌門　陳奎元
阿不來提．阿不都熱西提是新疆伊寧人，維吾

爾族，擁有高級工程師職稱。

他1965年畢業於新疆工學院電子自動化專業，

參加工作後，歷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建築勘察設

計院技術員、專業組組長、工程師、副院長，新

疆維吾爾自治區計委副主任、黨組成員、黨組書

記，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副主席。

1993年1月他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大第八屆一

次會議上當選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副主席，

同年12月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副書記、

自治區政府代主席，第二年被補選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主席。

1996年2月後歷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和自治區政府主席。2003

年被選為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

他是中共第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2003年3月在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

議上當選為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十七屆中央委員。

■據中新社、新華社

工程師出身 阿不來提．阿不都熱西提

阿沛．阿
旺晉美今年
98歲，對中
國的解放事
業和祖國統
一作出過特
殊的貢獻。
他曾是西藏
和平解放過
程中代表西
藏地方政府
赴北京談判

的首席全權代表。1951年，他作為
西藏和談代表到達重慶進行會談，
後來到北京代表西藏地方政府與中
央人民政府簽訂了和平解放西藏辦
法的協議，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阿沛．阿旺晉美在西藏和平解放

前是西藏地方政府昌都糧官、民事
法官、孜本（審計官）、噶倫、昌

都總管。西藏和平解放後，他和夫
人阿沛．才旦卓嘎，與中國人民解
放軍進藏先遣支隊同行，動員藏民
支援軍隊，建立了良好的軍民關
係。1955年獲一級解放勳章並被授
予中將軍銜。
90年代時，他在西藏軍區工作了

一段時間，此後就一直在人大和政
協擔任職務。阿沛．阿旺晉美是從
成立全國政協以後至今連續十屆擔
任政協委員的少數民族幹部，他也
是第三屆、八屆、九屆全國政協副
主席，也是從成立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至今連續擔任十屆的人大代表，
是第三屆至第七屆人大常委會副委
員長，曾長期擔任過全國人大民族
委員會主任委員。阿沛．阿旺晉美
喜歡下棋、打橋牌，共有12個子
女。 ■據中新社、新華社

西藏和平使者　阿沛．阿旺晉美
帕巴拉．

格 列 朗 傑
1940年2月
出生，兩歲
時被認定為
西藏昌都寺
第十一世帕
巴拉．呼圖
克圖（一種
尊號）。即
被中央王朝
政權承認並

註冊的大活佛。從年幼以來就一直
擔任過宗教和行政的高級職務。
1950年昌都和平解放，由於當時

形勢的需要，帕巴拉．格列朗傑當
時十歲，便被任命為昌都解放委員
會第一副主任。12歲時，被送到色
拉寺學經4年，獲格西學位。學成
之後，在1956年16歲時，就被任命

為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
20歲之前還擔任過西藏宗教事務委
員會主任、昌都專署專員、全國政
協副主席。他是四川理塘人，無黨
派，大學學歷，藏族。1965年至
1979年，任西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
副主席、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全國
政協副主席。1979年至1993年，任
西藏自治區副主席、自治區人大常
委會副主任、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西藏分會名
譽會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西藏自
治區政協主席。15年前到現在，他
一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西藏自治區
政協主席。連續在第二、三、四、
五屆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是八、
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
三、四、五、六、七屆和十屆全國
政協副主席。 ■據中新社、新華社

兩歲當活佛　帕巴拉．格列朗傑
自1993年起，馬萬祺除了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外，還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

1998年5月，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委會成立，馬萬祺

任副主任委員，位列澳方人士首位。

馬萬祺年輕時就從商，因為時局變遷，從廣州

到香港，最後移居澳門。50年代，西方列強圍堵

中國，馬萬祺積極協助澳門國營機構轉運戰爭物

資支援解放海南與廣西，並且推動澳門工商界人

士回祖國參加各類工業建設。其間，他與周恩

來、朱德、董必武、葉劍英、何香凝、廖承志等中共和民主黨派領導人都

有交往。

由於德高望重，馬萬祺在澳門以及內地的工商界、教育界和慈善機構等

均有大量兼職。1998年出版的《馬萬祺詩詞選》，鄧小平親自為該書題寫書

名，葉選平、夏衍為該書作序。

■據中新社、新華社

澳門元老　馬萬祺

王剛13日當選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以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出任這一職務，他是近年第

一人。

王剛於1942年10月出生。籍貫吉林扶余、畢業

於吉林大學，他看上去並不像人們想像中的東北

大漢。他的政治生涯是在默默無聞的努力中前進

的。1985年進入中共中央辦公廳，後來曾到中央

檔案館、國家檔案局工作。1994年回到中辦，5年

後出任中辦主任，成為中南海「大管家」，2007年

9月卸任。

在政界和新聞界，王剛為人低調是出了名的。他很少公開發表文章，也

少見他接受媒體採訪。同事形容王剛「溫善誠懇，待人謙和」。據中央檔

案館、國家檔案局的工作人員說，王剛在館局任職時，「總是一身乾淨樸

素的便裝，一臉和藹可親的笑容，從辦公室到食堂，無論人們在哪裡遇到

他，他都會主動打招呼。」

近幾年來，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內視察或出外訪問

時，王剛一直是主要陪同之一。

■據中新社、新華社

中南海大管家　王剛
廖暉是廖

承志之子，
現任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
公室主任。
這次連任全
國政協副主
席，按規定
仍然可以兼
任 其 他 職

務。
廖暉今年61歲，18歲參加工作，

入伍後當過高射炮兵，後升至北京
軍區司令部、總參謀部參謀。1983
年廖暉42歲出任國務院僑辦副主
任，兩年後，升任僑辦主任，是當
時最年輕的正部級幹部，任正部級
幹部19年，也是任正部級最長時間
的中央機關領導。
從1983年以來，廖暉一直從事僑

務和港澳事務，歷時20年，是海外
和港澳同胞所熟悉的高層官員。廖
暉工作認真 實、作風低調。香港
回歸以來，曾多次隨中央領導人到
香港視察訪問。其父親廖承志也是
中央長期負責港澳工作的高級官
員。
廖暉從1985年開始被選為中共第

十二屆中央委員，至今擔任中央委
員達18年之久，是擔任中央委員時
間較長的部級幹部。由於有許多海
外關係，廖暉同時也擔任許多對外
交流工作，1985年兼任中日友好二
十一世紀委員會中方委員，1991年
當選中國海外交流協會副會長。
1997年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黨組書記。中共第十二屆至十
七屆中央委員。

■據中新社、新華社

出身高射炮兵　廖暉
接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百日後，杜青林13日

當選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擁有碩士學位的杜青林1946年出生，曾在吉

林、海南、四川擔任要職，曾任農業部長。

杜青林此前一直在政務系統工作，統戰部是中

共黨務系統之一，適應角色轉變，他曾坦陳，

「我是統一戰線一新兵」。杜青林的新兵觀引來外

界好評，觀察家認為，體現出新時期中共黨員幹

部的自省自謙、自警自律、自策自強。

統戰部主管黨外人事安排等工作，今年兩會適逢政協換屆，可以想像，

杜青林在履職僅百日中，首要面對的便是千頭萬緒的人事問題，挑戰不言

而喻。

他曾在媒體上撰文論述統戰工作，提出要把握統戰風格、講究統戰藝

術，字裡行間已經顯露統戰工作行家裡手的氣度。

■據中新社、新華社

「統戰新兵」 杜青林

李兆焯是廣西壯族人，1998年起擔任廣西自治

區政府主席。他的工作經歷中，除在部隊鍛煉以

及到中央黨校學習外，大部分時間是在廣西度

過，並從公社技術員一路提升到目前的仕途高

位。

李兆焯1944年9月出生。他擁有大學學歷和工

程師職稱，1968年從廣西大學畢業後，到部隊勞動鍛煉差不多兩年時

間，隨後從公社技術員做起，歷任廣西德保縣縣委書記、廣西百色行

署專員、地委書記、廣西防城港市委書記、南寧市委書記等職。

1998年1月當選為區政府主席，是中共第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

■據中新社、新華社

壯族精英　李兆焯
1944年生，上海市人。大學學歷。高級工程

師。

歷任江蘇省南京市副市長。1992年6月當選為第

四屆民建江蘇省委副主委。1997年6月至2002年5

月任民建第五屆江蘇省委主委。1997年11月當選

為民建第七屆中央副主席。1998年2月當選為江蘇

省第九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第九屆全國政協常

委。

他是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九屆執行委員會

主席。他對發展民營經濟十分支持，多次強調應

堅決改變一切束縛民營經濟發展的做法和規定，革除弊端。對民營企業要

與國有企業、外資企業一視同仁。他並在本次政協大會上建議：第一，把

發展民營經濟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第二，完善促進民營經

濟發展的工作機制。開展民營經濟普查工作。第三，加快完善私人財產法

律制度建設，從根本上解決民營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問題。

2003年3月在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2008年1月18日當選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第二屆全國理事會理事長。

■據中新社、新華社

力挺民營　黃孟復
男，漢族，1937年5月生，浙江舟山人，英國利

物浦大學畢業，大學學歷。

★1947年 隨全家遷居香港

★1960年 畢業於英國利物浦大學，獲海事工程

理學士學位。其後，在美國通用有限公司及家族

公司任職

★1969年 返港參與家族集團生意

★1985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諮詢委員會委員

★1992年 被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新華社香港分社聘為首批港

事顧問，港英政府行政局議員（1992.10）

★1995年 全國人大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

★1996－2002年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1997.07就職）

★2002－2005年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任行政長官（2002.07就職）

★2005－至今 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十屆全國政協三次會議增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十

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據中新社、新華社

「回歸特首」 董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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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三月十四日（星期五）戊子年二月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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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簡介（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