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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恐慌嚇窒遊客
誤以為港成疫埠 內地東南亞多團取消

3童流感入院 家長慎防中招

威院照腹 中大女博士生猝死
【本報訊】公立醫院疑再發生懷疑醫療失誤。沙田威爾

斯親王醫院證實，一名44歲緬甸籍的中大女博士生，在該
院注射顯影劑後接受腹部照影檢查，其後不適，搶救無效
死亡，院方已把個案轉交死因裁判官跟進。香港專科醫生
學會副會長盧國榮表示，若糖尿病人注射顯影劑前，未有
停止服用糖尿病藥物就進行照影，有機會引致中乳酸毒，
有一定危險。

糖尿病人注射顯影劑易中毒
威院發言人證實，該名44歲女子上周五早上9時05分在

該院X光部進行電腦掃描腹部檢查，因應檢查需要，醫
護人員為病人注射適當劑量的顯影劑以進行照影，過程

順利。女病人檢查後，休息期間感到不適、嘔吐及血壓
不穩定，最後不省人事，醫護人員即時為她進行急救，
病人於早上11時28分證實死亡。威院已將個案轉交死因
裁判官跟進，院方對病者死亡深表關注，並向死者家屬
致以深切慰問。據悉，死者去年曾因發燒及身體不適入
住威院。

肥胖症患者猝死風險較高
香港專科醫生學會副會長盧國榮表示，若糖尿病人注射

顯影劑前，未有停止服用糖尿病藥物存有一定危險。「顯
影劑的壞處是會影響腎臟功能，糖尿病人要特別留心，他
們服食藥物需要經過腎臟排出體外，打完顯影劑如果腎功

能差，令到藥物積聚在腎臟容易中乳酸毒，十分危險，致
命機會因而提高。」
猝死的中大女博士生患有肥胖症。盧國榮又說，做照影

後不適，亦可能是因為其他肥胖問題引致併發症。他解
釋，肥胖成因分先天及後天，腎上腺皮質醇過高、腦下垂
體腫瘤及唐氏綜合症患者均易肥胖，亦有些人先天吸收能
力較好、新陳代謝較慢，較易肥胖。至於後天因素即指生
活習慣不健康，及過量進食等。
而肥胖醫學會會長周振中表示，由於心律不齊、冠心病

等疾病均無病徵，肥胖症患者猝死的風險也較高。女病人
生前在中大神學院攻讀博士課程，中大神學院發言人稱，
對她死亡表示惋惜，並對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一名44歲緬甸籍的中大女博士生，日前在沙田威院注射
顯影劑後接受腹部照影檢查，其後猝死，院方已把個案轉
交死因裁判官跟進。 資料圖片

防濫用資源
醫保不「全包」
【本報訊】政府拋出6大醫療融資方案供市民討

論，但當局明言有關方案並非「全包宴」，以「呼
聲」最高的「個人健康保險儲備」方案為例，倘落
實的話，某類較易被濫用的疾病治療仍需供款者自
掏腰包支付部分醫藥費。食物及衛生局長周一嶽表
示，「為減低濫用，病人可能要畀20%費用。」供
款人在供款期間，一旦出現突發性的財政變動，如
失業、傷殘而無力供款，廉價的公營醫療服務仍是
他們最後的安全網，「政府仍要包底，維持安全
網，甚至會加強」。
醫療融資方案曝光後，數以百萬的打工仔擔心日

後要「九折支薪」，有聽眾昨日致電電台向周一嶽
反映，「供強積金要5%，日後強醫金又5%，份人
工唔見1成！」她表示，以後即使患重病，寧死也
不願看醫生。

周一嶽：部分須付20%醫藥費
周一嶽回應時解釋，醫療融資僅是輔助性的融

資，當局對醫療服務的承擔有增無減，任何市民日
後仍可享用低廉的公立醫療服務。「公立醫院不會
因為病人是中產或貧窮而不醫，我們都無計劃加
價，但就可能要輪隊。可能有部分人有得揀，就會
流到其他地方去。」他又表示，供款人倘若在供款
中途出現突發性變動，例如失業、傷殘，政府仍會
彈性處理，包括加強安全網。
另外，為杜絕市民濫用醫療保險，增加醫療系統

的負荷，周一嶽透露當局日後會規限保險的保障範
圍，感冒等較易被濫用的疾病治療需要供款人支付
部分費用，「病人可能要畀20%費用，如果不設這
些收費就會增加濫用機會。但有些病不大機會濫用
醫療保險，例如入院通波仔、手術等診治，就不用
(病人)畀錢，保障受保人。」
他重申，政府對醫療融資中6大方案未有傾向

性，當中建議的儲蓄加保險「個人健康保險儲備」
方案 墨較多，只因這方案較嶄新，需要多加解
釋，而這方案也補足了純儲蓄或純保險的弊端。

■周一嶽解釋，醫療融資僅是輔助性，當局對醫
療服務的承擔有增無減。 本報記者劉國權 攝

攜瀕危動植物入境
今年個案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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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流感疫情令本港旅遊業受挫，旅遊發展局證實，過去兩天

有準備來港的內地及東南亞旅客打「退堂鼓」，臨時退團或延遲行程。有

業界表示，暫時難以估計旅遊業的整體損失，由於4、5月份是東南亞的

外遊旺季，當地多數訪港團現正接受報名，已有當地人士計劃取消或押

後訪港行程。不過，港府認為本港旅遊業及經濟基調良好，暫

時看不到流感會衝擊本港經濟。

【本報訊】漁護署昨日提醒離港旅遊人士，返港時切勿
攜帶無許可證的瀕臨絕種動植物。該署發言人說，今年一
月至二月，在關口檢獲瀕危物種紀念品的個案共38宗，較
去年同期42宗為少。但任何人無牌進口、出口、再出口或
管有瀕危物種，即使非作商業用途，一經定罪，最高可被
罰款十萬元及監禁一年，而有關物品亦予沒收。
根據《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任何人進口、出

口、再出口或管有瀕危動植物，包括其部分和衍生物，必
須事先向漁護署申領許可證，旅遊紀念品亦受此條例所管
制。發言人提醒市民，如欲在外地購買用動植物製成的紀
念品，應留意有關物品是否屬於瀕危品種。由於部分動植
物遭過度採捕正面臨絕種的威脅，其進出口現已受國際公
約規管，常見例子包括象牙、海龜標本、蘭花、仙人掌及
豬籠草。

本港多處爆發流感疫情及有學童疑染流感死
亡，政府宣布全港幼稚園和小學提早放復活
假，令外國誤以為香港變成疫埠，事件亦已傳
遍內地及東南亞多地，觸發旅客的恐慌。旅發
局發言人向本報證實，過去兩天有內地及東南
亞訪港旅客，臨時退團或延遲行程，尤以家庭
散客為主。

港府業界發信星泰菲旅社解釋
發言人表示，本港衛生署已向各航空公司解

釋，來港旅遊仍然安全，而港府宣布停課只是
預防措施；旅發局也把本港流感資料匯報給海
外辦事處，向傳媒、業界及消費者等提供最新
情況，會密切留意市場反應。
入境旅遊接待協會主席梁耀霖表示，流感疫

潮已經傳遍東南亞，旅客紛紛致電旅行社查問
香港情況，「從國際新聞看見，有小朋友死亡
個案，人人也戴口罩，令人錯覺是另一次沙
士。」他說，流感對出團的影響暫時未能浮
現，因為本月訪港的旅行團，行程早已安排妥
當，所以對復活節檔期影響不大，但4月是泰

國和菲律賓的旅遊旺季，而5月份則是新加
坡，當地不少人原本計劃本月報名來港，但流
感消息傳出，已有人計劃取消行程或押後行
程。他表示，暫未知旅遊業界的損失，但已發
信到當地的旅行社、組團社解釋本港流感情
況。

陳家強：未見流感衝擊港經濟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則表示，雖未收到

有關旅客取消行程或延遲來港的消息，但有外
地旅行社查詢本港流感疫情的情況，亦有不少
內地同業密切留意本港的流感疫情，「旅客擔
心本港是否變成疫埠。」他說，本港衛生署已
向駐港領事解釋情況，他相信外地旅客明白
後，會願意繼續來港旅遊，因此不擔心會影響
本港旅遊業生意。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陳家強表示，本港旅遊

業及經濟基調良好，暫時看不到流感會衝擊本
港經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稱，已透過
國際網絡，解釋本港流感最新情況，會繼續監
察情況，並與業界更新最新消息。

【本報訊】（記者 岑思敏、李見安）流感
襲港，昨再有3宗兒童疑因流感併發症入院
的監測個案，部分人有肺炎跡象，全部情
況穩定。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承認，
這一輪疫情何時結束仍屬未知之數，但下
一輪流感高峰卻迎面而來，預料會在6月再
爆發，長者是屆時的高危受害人。有醫護
人員表示，有跡象顯示近期有成人因照顧
患病兒童而感染流感，呼籲家長要做足預
防措施，否則下一輪染病的會是成人。

下個高峰期或多長者染病
昨日3宗新增的兒童入院監測個案中，其

中兩名分別為2歲及3歲的女童均有肺炎跡
象，目前情況穩定，在威爾斯和伊利沙伯
醫院留醫，至於另一名2歲男童則入住聖保
祿醫院。醫管局發言人指2歲女童的流感快
速測試結果顯示她對甲、乙型流感呈陰性
反應，而3歲女童的流感測試則尚在進行。
至於日前公布的入院個案當中，除了入住
瑪麗醫院的10歲男童情況嚴重及8歲女童已
經出院外，其餘個案在留醫，情況穩定。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表示，當局最

初預計今年肆虐的是威斯康辛型流感，但
實際爆發的是布里斯本型流感，因此已注
射疫苗的人士病發率亦高，染病後的抵抗

力亦較弱。他又指，流感高峰期一般會在4
月結束，但今年會否延長仍有待觀察。而
傳統的第2個流感高峰期將於6月至8月發
生，依照過去的數據，該段時間對長者的
影響較大，因此建議長者考慮打防疫針。
瑪嘉烈醫院傳染病大樓總監周鎮邦表

示，5歲以下的小童由於接觸的流感病毒較
少，抗體亦較少，所以流感通常是小童率
先感染，繼而傳播到成年人和長者，因此
預料長者感染會陸續有來，也是一個常見
的現象。而長者感染流感後一般較易引起
併發症，因此相信需要入院的長者比率會
較高。

冬季特長疫苗不合加劇感染
周鎮邦又指，有理由相信今年流感病毒

的感染情況較嚴重，因為有利流感傳播的
冬季今年特別長，而本年的疫苗亦未能與
流行的流感病毒相 合，不過他認為現時
流感個案增多屬事實還是社會過敏，暫時
仍難以估計。
瑪嘉烈醫院兒科專科醫生關日華表示，

近期院方發現成年人也有感染流感的跡
象。他呼籲家長在照顧患流感子女時也應
做足預防措施，否則下一輪染病的會是成
人。

流感藏隱性 退燒仍傳播
【本報訊】（記者 岑思敏）如果以為沒有流

感病徵，就不會傳播病毒，那就大錯特錯了。
醫學界指出，流感病毒有一定隱藏性，感染後
即使尚未發病，仍有機會傳播病毒；即使退燒
後亦有傳播的可能，但機會較低。
瑪嘉烈醫院昨日舉辦有關流感認知的講座，

有葵青區小學校長提問，患病的學生不再發
燒，是否適宜上學。瑪嘉烈醫院傳染病大樓總
監周鎮邦表示，發燒只是流感的其中一個症
狀，有些染上流感的人亦可能無發燒症狀。不

過，他又補充，流感的傳染性大約是4至5日，
感染後即使尚未發病，無任何症狀亦可以有傳
染性，只是發燒度數越高，病毒傳染性越高，
即使退燒後亦有傳染的可能，但機會較低。
周鎮邦認為，若果患上流感的學生要完全消

除所有病徵才上學，對學校的影響會很大，所
以建議學生退燒後可上學，但要做足預防措
施，包括佩戴口罩，而學校亦應加強感染控
制，包括留意病癒的學生，以及勤加清潔校舍
公共物品。

■家長照顧患流感的子女要做足預防措施，以免成為新一輪流感高危人士。

■瑪嘉烈醫
院昨日舉辦
流感講座，
向區內教職
員和家長講
解感染控制
措施。

本報記者
曾慶威 攝

■本港爆發流感疫情及有學童疑染流感死亡，全港幼園和小學停課，令外國
誤以為香港變成疫埠。圖為瑪嘉烈醫院加強戒備。 資料圖片

■旅發局證實，過去兩天有準備來港的內地及東南亞旅客，因本港流感恐慌
而打「退堂鼓」，退團或押後訪港行程。圖為遊客在旅遊景點觀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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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兩會報道組北

京15日電】今日召開的

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

議第五次全體會議，選

舉產生了十一屆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13名副委員

長。其中除王兆國、路

甬祥、烏雲其木格、韓

啟德4位為連任外，其餘

9位均為今屆新當選，分

別是華建敏、陳至立、

周鐵農、李建國、司馬

義．鐵力瓦爾地、陳昌

智、蔣樹聲、嚴雋琪和

桑國衛。

值得留意的是，此屆副委員長只有13名，比上
屆少了2名。北京政情專家分析指出，中國政

改中的地方黨委「減副」之風，已颳至全國人大，
這亦將成為此屆全國人大改革的一個新動向。

全擁高學歷 三院士入圍

專家認為，減少副委員長職數設置，首先可以降
低行政成本，同時也為常委會的組成「瘦身」。其
次，「減副」可以提升工作效率及工作品質。專家
說，中國人大是中國最高立法機關，立法工作需要
科學的組織結構加以保障，精簡後的組織機構有利
於推動中國的科學立法。
另外，本報留意到13位副委員長全部都是大學以

上學歷。其中路甬祥是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兩
院院士，韓啟德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桑國衛是中國
工程院院士。

年富力強 「40」後居多

今日新當選的9名副委員長，除了1938年出生的民
革中央主席周鐵農外，其餘8位均為「40」後生人。
連任的王兆國、路甬祥、烏雲其木格和韓啟德，亦
都為「40」後出生，平均年齡比上屆有所降低。專
家指出，這符合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主
席團會議提出的「新一屆國家機構提名人選一般應
為四十年代以後出生，個別民主黨派領導人提名年
齡可適當放寬」的指導精神。
另外，在提名新一輪國家領導人之前，中央精神

是：為推進新老交替，增強活力，一批年齡偏大的
官員將退下來。因此，上屆人大副委員長李鐵映、
司馬義．艾買提、何魯麗、丁石孫、成思危、許嘉
璐、蔣正華、顧秀蓮、熱地、盛華仁等，此屆均卸
任。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5日電】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今日舉行第五次全體大會，從173名候選人中差額選出了161名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港區人大代表、立法會主席范徐
麗泰(見圖)獲得2,896張贊成票，以超過98%的高票率當選。另
外，廣東代表團的中聯辦主任高祀仁(見圖)獲得2,861高票，當
選全國人大常委。
此外，港人熟稔的十屆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亦當選

常委。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會議成員賀一
誠亦獲高票連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主任陳宜瑜以最高
2,909票當選。
根據計票結果，173位候選人都獲得了全部2,948張有效票中

過半數的贊成票。按照選舉和決定任命辦法的規定，以獲得
贊成票多的當選，因此，12名贊成票低於2,365票的候選人落
選。

當溝通橋樑 服務港人

面對高票當選，范徐麗泰表示感到榮幸，希望能夠擔當內
地和香港之間的溝通橋樑，如實反映香港各方面的情況。
她表示，由於身兼香港特區立法會主席，故已向全國人大

常委會辦公廳提交請假書，暫時請假到七月中旬，屆時方可
全情投入常委會工作。被問及會否向常委會反映有關香港政
制發展的意見，她坦言，「不會只講政制問題，所有港人在

內地遇到的問題，
都會反映。」
當被問及香港是

否需要多一名人大
常委時，她表示：
「現在無法評論，但
如果要加一位常
委，需要一個令公
眾同意和信服的理
據。」至於是否需
要在港設立人大代
表辦事處，她稱，
現在的支援人手的確較少，需要增加，但是否用設立辦事處
的形式，同事們對此並不感到緊迫。
范太又說，若常委會批准請假，自己會在假期完結後，做

應做之事，說應說之話：「但我的處事方式，是多聽點意
見，再講自己的意見，希望能在此崗位上為港人服務，為國
家服務。」她並說，由於自己是港區人代，要時刻掌握香港
的情況，故會更多留在香港。
對范太的當選，鄭耀棠、陳智思、黃國健、吳亮星等多名

港區人代均認為乃實至名歸，並反映中央和全國人民對香港
的支持。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5日電】第十一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今日下午選舉產生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
會常務委員，國家主席、副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人
選。4項選舉內容均出現另選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是國家主席胡錦濤被提名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據統計，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共有15位另選人，
秘書長有5位另選人，全國人大常委則出現40名另選
人。
是次選舉首先公佈全國人大委員會委員長選舉結

果，合法另選人只有1人，也只有1票，即現任國家
主席胡錦濤，該結果公佈引發現場一片善意笑聲，
坐在主席台的胡錦濤也是微微一笑。

朱鎔基被提名軍委主席

選舉最後公佈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結果，兩項選
舉結果均有1個另選人，分別是原國家領導人江澤
民、朱鎔基，票數也均只有1張，該結果引發現場一
陣聲浪，胡錦濤等端坐不動，沒有過多表情。此
外，國家副主席另選人名單亦有李克強、王兆國、
曾慶紅3人被提名。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5日電】香港特區
政府行政長官曾蔭權將在周一（17日）再度
訪京，出席18日早上舉行的十一屆全國人大
一次會議閉幕禮。據悉，曾蔭權此行，除了
獲邀列席人大閉幕禮外，還將一連三天拜會
多個與經濟有關的部門，如國家發改委、人
民銀行及證監會等，主要探討進一步加強合
作的可能和機會。而按慣例，國家主席胡錦
濤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將在兩會閉幕後，
會見港澳特區兩個行政長官。
據此間權威消息人士透露，由於適逢換

屆，在人大閉幕式及總理記者會結束後，國
家主席胡錦濤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作為新一
屆領導人，將可能最快於當天（18日）下午
時分，隨即分別會見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
而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也將陪同主席胡錦濤會
見。

料獲習近平單獨約見

至於主管港澳事務的習近平會否單獨再約
見曾蔭權，消息人士指出，習近平剛剛獲選
為國家副主席，也是第一次以這個身份出席
會見，故一般相信他應該會單獨約見曾蔭
權，了解香港近一個時期以來的經濟、社
會、政治及民生的最新情況，以充分掌握香
港的動態。

奧運冠軍領頭 代表追星胡溫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5日電】或許是身處被眾多媒體和
人大代表觀望 一舉一動的「高位」，在主席台上就座的代表
們往往都比較拘謹，除了正襟危坐，最多也就是趁 排隊經
過國家領導人身邊時擺上POSS留個影。但在今日的選舉投票
間隙，年輕活潑的短道速滑奧運冠軍楊揚卻發揮運動員的
「無畏」精神，第一時間上前找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簽
名。
胡總和溫總分別簽完，三人還稍聊了一陣，這下子，其他

代表見狀也都紛紛扮當起了「粉絲」，拿出紀念封、白紙甚至
裝材料的文件夾找自己傾慕的委員和國家領導人簽名留念。
據記者透過望遠鏡觀察，最受歡迎的顯然還是胡總和溫

總。此外，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政治局委員王岐山、前外長
李肇星的「點擊率」也十分高。

為留選票紀念 代表寧擇棄權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5日電】可能是五年一次選舉比較
難得，是次選舉國家主席、副主席的選票變得比較「珍貴」，
選舉向每一位代表都發出4張選票，結果國家主席、副主席選
票收回最少，發出2,967張選票，收回只有2,964張，有3張選票
被代表「留念」，沒有交給大會，也放棄了選舉權利。而軍委
主席選票發出2,967張，收回2,967張，其餘兩項均發出2,967

張，收回2,966張。
本次選舉發出的四張選票按不同選舉內容採用不同顏色，

同五年前一樣，橘紅色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
長、秘書長；紫紅色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務委員；紅色的是
國家主席、副主席；粉色是軍委主席。

最高反對688票 一團和氣不再

【本報訊】據中通社15日電：在今日的選舉過程中，有兩
個細節讓人眼前一亮。一是投反對票的人越來越多，最多的
一位人大常委會委員候選人出現了罕見的688票的反對票；二
是另選人的人數越來越多，多項選舉都有人另選他人。輿論
認為，「一團和氣」的會風正在改變。

總人數較上屆少2名　顯「減副瘦身」趨勢

13人大副委員長選出

列席人大閉幕
特首將晤胡溫

【本報兩會報道組15日電】專家介紹，按照人大
傳統，人大副委員長一般由如下類型人士出任：排
在首名的副委員長一般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如
本屆的王兆國就為中共第十七屆政治局委員。
另外，少數民族高官如西藏、新疆、內蒙古自治

區前主席等，往往也會進入副委員長之列。如此屆
連任的烏雲其木格，曾為內蒙古自治區主席；新當
選的司馬義．鐵力瓦爾地，原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主席。
但今屆沒有代表藏族的副委員長，據稱是因為十

一世班禪在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時未滿十八周歲，未
能當選全國人代，因而此次人大副委員長中，缺少
了西藏一個席位。

陳至立料兼婦聯主席

民主黨派的黨魁，一般情況也可位列副委員長，
比如民革主席周鐵農、民盟主席蔣樹聲、民建主席
陳昌智、民進主席嚴雋琪和農工黨主席桑國衛，此
屆均為新晉副委員長；九三學社主席韓啟德，為連
任副委員長。
此外，中科院院長、全國婦聯主席等，一般亦為

人大副委員長兼任。比如此屆連任的副委員長路甬
祥，同時亦為中科院院長；新晉的陳至立，據傳有
可能接替已經到齡的顧秀蓮，兼任全國婦聯主席。

高祀仁范太
高票當選人大常委

少數民族+民主黨派
擁有過半席位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5日電】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央

政治局常委習近平當選國家副主席，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

耀棠表示，習近平現時無論在黨或者國家機關中，都擔當

重要位置，加上他又主管港澳事務，故日後將在對港澳事

務的決策上起重大作用，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有正面作用。

鄭耀棠又指，希望有機會見到習近平，向他反映香港的

近況，包括部分香港市民未能享受經濟繁榮的成果，希望

香港在經濟、政治或社會發展上不要兩極化，否則會為社

會帶來不穩定因素等呼聲。港區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

黃國健亦表示，習近平的資歷相當完整，通過廣泛接觸港

人後，定可全面掌握香港事務。他希望習近平可多到香港

來，實地了解香港情況，支持香港發展、繁榮穩定。

習近平當選 港人代盼造訪香江

現場花絮
人大常委選舉
出現40另選人

■曾慶紅祝賀習近平當
選國家副主席。 中新社

外媒關注
《華爾街日報》：習近平過去大部分時間只
是地方政府的領導人，需要較多（治理）
國家的經驗。

法新社：習近平這顆不斷冒升的政治明星
成為副主席後，幾乎可以肯定在未來能成
為中國下一個領導人。美國布魯金斯研究
所資深研究員程立（譯音）說：「尤其是
在這個危機的時刻裡，習近平的領導技巧
和能力未經考驗，他需要展示成績，在未
來兩年爭取政治資本⋯⋯即將舉行的奧運
將考驗他。」習近平將負責籌備北京奧運
會。

美聯社：胡錦濤、溫家寶二人深受城市裡
的中產階級歡迎，民眾認為他們能幹，而
且對房產市場的波動、通脹、醫療和教育
等都相當關心，經常表示同情。

外國首腦
電賀胡錦濤當選

【本報訊】據新華社15日電：一些國家
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發來電報，向中國十一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出的新一屆領導人
表示祝賀。

向國家主席胡錦濤發來賀電的有：

■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防委員會委員長
金正日；

■越南國家主席阮明哲；

■匈牙利總統紹約姆；

■日本天皇明仁；

■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
永南；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

■曾慶紅祝賀胡錦濤當選國家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新華社

■奧運冠軍楊揚掀起委員們對胡
錦濤、溫家寶的粉絲潮。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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