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記者 郝君兒)本港短期內將與俄羅斯簽訂
互免簽證協議，俄國訪客勢將倍增，惟導遊業界透露，
本港持牌俄語導遊不足10人，且多屬高齡導遊，年紀最
大更逾80歲，惟本港唯一提供俄語課程的俄國文化協會
申請持續進修基金屢被拒絕，難以擴大收生人數，令俄
語導遊供不應求問題難以在短期內解決，旅行社擬要求
俄國出團旅行社派出懂俄語和英語的領隊，再由本港一
名懂英語的導遊接待，以英語作溝通橋樑，但這安排或

會增加團費。
俄國文化協會主席陳淑文是本港少有的俄語導遊，她

形容俄語是香港的缺口，因現時本港僅不足10名持牌導
遊可帶俄國團。在港教授俄語多年的陳淑文稱，培訓一
個俄語導遊最少需2至3年，港俄未有互免簽證前導遊已
供不應求，料未來情況將更嚴峻。

她經常鼓勵學生考取導遊牌「傍身」，惟部分學生基於
經濟問題，無法負擔學費而退學。而為合資格課程提供8

成學費津貼的持續進修基金覆蓋英語、普通話甚至因
「大長今」大熱的韓語，偏偏不涵蓋世界6大語文之一、
全球有8億人使用的俄文。

她表示，協會兩年來一直積極向當局申請將俄語納入
基金津貼範疇，但當局回覆冷淡。她擔心政府最終以引
入外勞解決俄語導遊不足的問題，而忽視培訓人才的重
要性。

進修基金屢遭拒 本地人才缺
香港註冊導遊協會主席王維永表示，本港現時

僅6名能操俄語的華人導遊，完全缺乏俄語人
才，一旦俄國旅客急增，相信旅行社只有要求俄
方對口單位派出能操俄語及英語的導遊帶團來
港，再由精通英語的香港導遊接待，成本或會上
升，但亦是旅行社短期內可行的緩衝方法。他又
指，本港俄語導遊罕有，故收取的導遊費會較一
般導遊高，舉例說到機場接機再送旅客返回酒
店，導遊收取約500元，遊覽香港景點一天則收
取逾千元，未來俄國旅客急增，不排除俄語導遊
薪酬再有上升空間。

負責為持續進修基金審批課程的香港學術及職
業資歷評審局發言人指，可供申請基金的語文課
程已有既定範疇，是否開拓俄語領域需由勞工及
福利局決定；勞工及福利局發言人回應本報查詢
時則指，2007年中完成有關持續進修基金的檢討
後，已把西班牙及韓文加入基金涵蓋的範疇內，
局方會不時視乎情況再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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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曾蔭權周六在海南博鰲向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匯報

香港最新情況後，公佈中央近期會推出多項措施支持香港。

其中，財政部和內地港資銀行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的內容最

受關注。中央擴大香港的人民幣債券業務，不僅是推進人民

幣國際化的需要，而且可以推動香港人民幣債券巿場的發

展，強化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發展人民幣債券業

務面對的最大問題，一是人民幣存款不足，二是債券市場不

發達。因此，香港要爭取以較大的規模發行人民幣債券，同

時抓緊發展債券二手市場，以建立和強化香港作為海外人民

幣債券中心的地位。

過去在港發行人債的全屬內地金融機構。隨 新政策落實，

港資銀行將可發行人債，有助擴闊銀行的融資途徑，解決存款

規模較小的困局。事實上，本港發展人民幣業務已有5年時

間，但發展未如理想，至今發行人債只有220億，主因是本港

人民幣存款不足，人債供應有限。中央允許擴大本港人債業

務，將吸引更多機構來港發債，大量增加人債供應，既可激活

人債二手市場，亦有助加速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發展。

隨 中國經濟實力突飛猛進，人民幣硬通貨的地位亦不斷加

強。在現時人民幣並非全面自由兌換的背景下，人民幣要走向

國際，需要利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有利條件。本港擁有

成熟的金融制度及法規，有條件作為人民幣的經營實驗場，讓

內地部門累積操作經驗。這次中央擴大本港的人債業務，讓外

國投資者可通過購買人債間接購入人民幣，既可增加人民幣流

通性，又可規避匯率風險，一舉兩得。同時，中央各項振興經

濟措施，耗費甚巨，但金融海嘯下外國投資大幅萎縮，增加發

行人債對中國也有實際上的需要。

本港要深化人民幣業務，面對最大問題是人民幣存款不足，

只有五、六百億元，相比上海3萬多億的存款，根本不成比

例。當局必須加強與珠三角經濟體的融合，透過兩地的商貿合

作，進行人民幣結算等業務，將珠三角龐大的人民幣引入本

港，充實人民幣存款。同時，當局應不斷完善金融監管制度，

尤其是近期迷債、電盈私有化等一連串事件，暴露了本港監管

制度的不足。現時歐美等都正在檢討金融漏洞，本港不能落於

人後，應抓緊完善金融監管，以更好地擴展人民幣業務。

香港目前的困境固然嚴峻，但社會的注意力不應只盯住眼

前。金融危機終有雨過天晴的一天，如果社會只是寄望中央

繼續有更多挺港措施，助港渡過難關，而忽略了長遠發展需

要，儘管危機過去，但本港仍會不斷重複經濟大起大落的循

環。中央連番挺港措施，既是為了本港應對目前危機，更是

希望帶動香港長遠發展。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全面理解溫

家寶總理講話，謀劃長遠發展，推動優勢產業，全面提升香

港的競爭力。

來自40個團體、合共200名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昨早趁港鐵在

中環舉行競步日，發起遊行，要求港鐵提供半價優惠。我們認為，

為殘疾人士提供細緻周到的關心和幫助，是一個社會先進和文明程

度的標誌之一。作為富裕且仁愛的社會，香港理應提倡尊重和幫助

殘疾人的社會風氣。昂貴的交通費一向是港人省無可省的開支，對

殘疾人而言，更是一筆沉重的生活負擔。港鐵作為公共交通機構，

應該為持有「殘疾人士登記證」的人士提供半價優惠。當局應積極

推動各公共交通工具，為殘疾人士提供乘車優惠。

許多殘疾人士居住於偏遠地區，雖有政府的津貼，仍不足以應付

高昂的交通費，導致部分殘疾人士由於車費昂貴而要減少外出次

數，久而久之，會影響殘疾人士與外界社會的溝通和交流。港鐵作

為全港最大的公共交通運輸系統，應承擔企業的社會責任，體恤弱

勢社群的困苦，除了投放更多資源改善地鐵設施及基建，方便殘疾

人士出入之外，亦應增設傷殘人士八達通，為殘疾人士提供交通半

費的優惠，既減輕殘疾人士車費負擔，又可吸引更多原先不選用地

鐵的殘疾人士乘坐地鐵。

事實上，內地、歐美及亞太鄰近地區的公共交通系統，大都為殘

疾人士提供不同形式的乘車優惠。香港是一個富裕的社會，有條

件、有能力給予殘疾人士必要的照顧。政府應當積極協調相關部

門，促成各種公共交通工具為殘疾人士提供半價優惠，鼓勵殘疾人

士融入社會，營造社會和諧氣氛。

社
評

W
E

N
 W

E
I 

E
D

IT
O

R
IA

L

把握人債機遇 謀劃長遠發展 為殘疾人提供乘車優惠

港俄互免簽證 俄客料增逾倍
最快下月實行 旅界收益可破6億

俄語導遊 港不足10人最大80歲

香港與俄羅斯互免簽證協議快將有喜訊。據悉，港府最快將於5至6月公布兩

地互免簽證。旅遊業界對此大表歡迎，料落實互免簽證後，訪港俄羅斯客量將

較目前每年3.7萬人次增加逾倍。曾接待俄國旅客的導遊表示，俄國客人愛名

牌，花錢特別豪爽，消費額較一般旅客高逾1倍，留港期間動輒消費逾萬元。

換言之，日後俄客每年在港消費帶來的經濟收益料至少逾6億元，冬季更為入

境高峰，料可為本港酒店、旅遊、零售及餐飲等行業注入新客

源。 ■本報記者 郝君兒

最快暑假後
推莫斯科古蹟遊

港人愛旅遊，充滿神秘色彩的俄
羅斯卻一直未能成為熱門外遊點，

除簽證不便外，旅費偏高亦為主因，有旅行社估計
港俄互免簽證後俄羅斯團可由現時每周一團增至每
天一團，團費或可因應航班增加而下調最少1成。一
旦落實簽證安排，旅行社需耗時2個月派員前赴當地

「踩線」，了解當地旅遊環境，最快暑假後期推出更多
往俄羅斯的旅行團，行程以莫斯科及聖彼得堡等治
安較好的大城市為主，主力參觀當地古蹟及文化。

團費有望下調1成
港俄一日未落實互免簽證，不單俄國旅客訪港

難，前往俄國旅遊經商的市民申請簽證同樣不方
便，現時港人往俄羅斯要先領簽證，入境時更需要
向當地政府部門出示當地旅行社發出的酒店住宿證
明及簽證擔保書，手續、文件繁多，實在頗為不
便。

康泰副總經理陳建鵬表示，俄羅斯以古蹟吸客，
不過外遊時也需注意當地治安及配套等問題，旅行
團將集中在莫斯科及聖彼得堡等大城市為主，旅行
社也需花約兩個月時間踩線，深入當地了解實際的
旅遊環境及尋找可供遊覽的路線，若免簽證年中實
施，旅行社最快暑假後期才推出更多俄羅斯團。

■本報記者 郝君兒

持特區護照
137國家地區免簽

香港特區護照自1997年回歸以來
日趨普及，主因是政府多年來積極

向外國推廣特區護照，爭取免簽證待遇，使香港特
區護照持有人可享最大的旅遊方便，據入境處資
料，現時已有137個國家或地區，給予特區護照持有
人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除了英國、法國、德
國、泰國、日本及奧地利外，港人較少涉足的克羅
地亞、格陵蘭、約旦等地也同樣為特區護照提供免
簽證的便利。

■俄羅斯北部城巿聖彼得堡街景。 資料圖片

俄羅斯人近年每到冬天都愛湧到南中國地區
如海南島避寒，享受陽光與海灘，但鄰近的香
港卻未能受惠，主要因港俄兩地未有互免簽證
安排，俄國旅客申請來港不易，不單必須以旅
行團形式進出，而且言語不通，嚴重影響兩地
旅遊及經貿投資活動。

雖然來港不易，但俄國高消費旅客對名店林
立、被譽為購物天堂的香港仍趨之若鶩，去年
訪港俄羅斯旅客超過3.7萬人次，較2007年上升
約13%，旅發局主席田北俊曾預期今年俄國客
量可望上升3成，該局今年將擴大俄羅斯推廣
費4成至350萬元。

首批俄客屬富裕群體
本港資深俄語導遊陳淑文(小圖)表示，俄國

旅客來港意慾大，因俄羅斯天氣寒冷難見陽
光，他們特別喜歡暖和地方，而且香港地形獨
特，先進的城市設計令俄客大感好奇和新鮮；
款式新穎但價錢合理的各式名牌產品也是香港
另一賣點，陳淑文指俄國旅客鍾情名牌重視外
表，「小背心2,000多元也頻呼超值，回國後炫
耀獨一無二產品，也可以開心半天」，數碼產
品也是他們購買目標，以他們消費模式評估，
留港數天他們最少花逾萬元購物，當中還未計
算交通及住宿開支。

香港旅行社協會主席胡兆英估計，互免簽證
後，訪港俄客數量會較到俄羅斯的港人為多，

令本港的旅遊收益勝於
俄羅斯所得的。他預
期，落實措施後首批來
港的俄客將屬較富裕的
一群，他們來港期間消
費或以數萬元計，而且
俄客喜帶全家出遊，為
本港帶來的旅遊收益十
分可觀。保守估計，日
後每年俄國旅客量增加近倍至6萬人次，每人
消費1萬元計，每年的消費收益將達6億元。

旅局推熱帶一程多站遊
保安局發言人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政府一

直積極向外國推廣特區護照，爭取免簽證待
遇，目前政府正與俄羅斯政府商討簽訂互免簽
證協定的細則，待落實有關安排後，特區政府
會適時公布詳情。

旅發局發言人則表示，針對俄羅斯旅客喜歡
到和暖地區度假，該局將加強與海南省、峇里
島、泰國、菲律賓等地區合作，製作俄語宣傳
香港的一程多站行程，旅發局並將與俄羅斯最
受歡迎電視頻道TVRossiya製作有關香港旅遊
的特輯，及邀請當地媒體訪港考察。為方便旅
客獲取香港的資訊，旅發局將推出俄語版本
DiscoverHongKong.com，並與旅遊網站
Travel.ru合作，進行網上宣傳。

■香港的溫暖天氣及名店林立，對俄羅斯遊客極具吸引力。圖為外國
遊客在香港鬧市。 資料圖片

■港府最快將於5至6月公布港俄互免簽證，旅遊業界對此大表歡迎。
圖為俄羅斯紅場的聖巴索大教堂。 資料圖片

積極推廣

方便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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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部署5區直選
鄭耀棠談與民建聯良性競爭 劉江華料合作多於搶票

工聯政務委會 定位「選舉機器」

民建聯擬設選委會 統籌選舉工程

【本報訊】(記者 鄭治祖)工聯會決定成

立政務委員會，全面統籌各級選舉工作。

對坊間有人指，工聯會宣告正式「打正旗

號」出戰日後各場選舉，將與民建聯正面

交鋒，變成「自己人打自己人」，分薄票

源；工聯會會長鄭耀棠形容，與民建聯之

間是一種良性競爭及良性合作關係，不是

惡性競爭。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也表示，

工聯會和民建聯仍有合作空間，會在議會

及地區緊密合作，相信不會削弱民建聯的

票源：「我希望民建聯和友好的團體在選

舉中爭取更多議席。」

【本報訊】(記者 鍾立)特區政府連番推出措施抗擊
金融海嘯，令特首曾蔭權的民望回升。香港研究協會
最新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曾蔭權的整體滿意
度評分為3.17分，較上次調查升0.03分，已經是連續4
次調查錄得上升，反映特首的工作表現持續改善。不
過，在11項分類表現中仍有6項評分不足3分，其中

「遠見」及「處事果斷」兩方面評分皆處於較低水平。

「全方位發展經濟」滿意度高
調查機構於4月13日至17日訪問了1,185名市民，以了

解市民對特首曾蔭權及其8項基本施政方針的落實成效
和3項領袖特質的滿意度，以1分為非常不滿意，2分為
不滿意，3分為一般，4分為滿意，5分為非常滿意。結
果發現，受訪者對曾蔭權的11項表現的滿意度評分排
名變化不大，其中跌幅最大的是「促進與國際社會的
聯繫」及「誠信」，各跌0.07分；其次是「鼓勵公眾參
與政治」及「遠見」，各跌0.04分。而滿意度評分升幅
最大的是「全方位發展經濟」，升0.11分，相信與特首
成功爭取香港成為境外首個人民幣結算中心，促進香
港金融業及對外貿易的發展有關；其次是「建立和維
繫良好的特區與中央關係」，升0.05分。

連番出招抗海嘯
特首民望四連升

有些人論政，總愛捕風捉影、穿鑿
附會，最新例證是，他們把近期國務

院總理溫家寶勉港的四字真言「不進則退」，解讀成批
評特首曾蔭權；日前中央再出「挺港」6招，又被歪曲
為當勞慣性的「伸手思維」。政壇中人嘆道，香港近年
政壇生態怪異，尤其某些政黨和政商界人士，自己只
懂吵吵鬧鬧，對本港基礎建設、經濟發展舉步維艱負
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卻偏偏不知自省，老把責任推到
政府、特首頭上。他直言，溫總所說的「不進則退」，
實際上是提醒整個香港要同心協力、減少內耗，這樣
才能切實與時俱進。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下，中央近期頻頻出招支持
香港渡過難關，溫總更苦口婆心地點出香港「不進則
退」的遠憂，但中央一番真心實意，看在別有用心人
眼裡，卻被陰謀化、政治化、淺薄化。政壇中人指
出，有些人說中央推出的挺港措施，不是全部對香港
有利；有人說這只暴露了特首的「伸手思維」；更有
人大談「不進則退」是批評特首，這些說法實在遠離
事實，如果讓這種思維橫行，只令人更為香港未來發
展擔憂！

無謂爭拗 最大發展阻力
政壇中人坦言，不進則退固然是勉勵香港特區政府

要審時度勢，不斷優化管治，也是對全港政商界、專
業界乃至市民的期望。因為中央眼見香港近年屢屢出
現政治社會爭拗，尤其是不少政商界人士不適應發展
的需要，只懂吵吵鬧鬧，或基於本身利益，或純為反
對而反對，而非討論如何幫助香港走出低谷、促進經
濟發展，有些政黨政客更熱衷於「甚麼是粗口」的無
謂爭論，令本港基礎建設、經濟發展反而難有更大的
實質進展，實在令人擔憂。

他說：「在此怪異的政治環境下，本港競爭力未見
長進，兼逢周邊城市急起直追的壓力，故中央才提醒
香港要與時俱進，港人應仔細思考，如何應對當前局
勢，不要辜負中央厚望。」中央對香港的支持一如既
往，但香港絕不能「坐失良機」，須知再多的固有優勢
也經不起坐吃山空：「香港究竟是與時俱進，還是不
進則退，始終要看香港人，特別是對社會經濟發展有
至關重要影響的政商界人士，能否奮發向上，把握機
遇。」 ■本報記者 鄭治祖

不進則退非責難
全港上下要自省

【本報訊】(記者 葉詠儀、陳辰)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
將於本周三進行表決，反對派要求政府在表決之前，由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作出「加碼」的具體承諾，否則不會
支持預算案。民建聯則表示支持，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
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認為，立法會應該先通過預算案，
再啟動新機制，提出新方案，紓解民困。他指出，現時
否決預算案未必對香港有利。工聯會理事長黃國健承
認，當局正積極游說他留港投票，原定的澳洲之行很大
機會要「擱置」，目前仍未決定會否留港，要視乎政府的
游說力度及是否有誠意。

預算案後日表決
黃國健或留港撐場

民建聯南區支部和香港寵物福
利協會昨日舉辦寵物嘉年華，不少市民帶同寵物參
與，展示才能。圖中的兩隻烏龜在表演「 羅漢」。

本報記者潘政祁 攝

寵物嘉年華

談及日後的選舉部署，鄭耀棠表示，工聯會當然
希望能夠派員參加5個立法會地方選區直選，但最
終都要視乎工聯會的實力：「是否派人參選，一切
從自己實力出發，主要衡量自己的勝算，有勝算才
會參選，如果機會不大的話，就不會累街坊。」他
強調，與民建聯之間是良性競爭及良性合作關係，
他以今屆立法會選舉新界西選區為例，指出民建聯
除可力保兩個議席外，工聯會王國興亦能夠爭取多
一席，整體得票率更多了1萬多票，日後都會考慮
這些因素：「我們並非惡性競爭，不會誓要打倒對
手才罷休。」

劉江華指出，在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模式下，分開
名單參選是正常的做法，民建聯亦有試過分隊參
選：「在未來的選舉中，民建聯將與工聯會分開部
署，目標是爭取在議會中取得最多的議席，發出最
大的聲音。」他又說，兩個團體在去年的立法會選
舉已經在新界西和九龍東分開部署，相信工聯會日
後會在其他選區加派人選參選，但不會削弱民建聯
的票源。

學者：配票得當可「做大個餅」
城大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指出，由今屆

立選中工聯會及民建聯的得票率比例來看，基層選
民較支持工聯會的候選人，而民建聯候選人的支持
者多屬地區人士、中小企、小商會及一些中產專業
人士，若配票得當的話，可以「做大個餅」，兩個
組織雖然有競爭，但應屬良性競爭。

宋立功又稱，工聯會捨棄政黨化之路，改為成立
政務委員會，是中間落墨的合適做法。他解釋，香
港目前受金融海嘯影響，亦正逐步與珠三角融合，

預計未來10年，社會經濟將會出現翻天覆地的改
變，減薪、裁員消息不斷，工聯會必須爭取議席，
將勞工聲音帶入各級議會內，以便在當局制訂政策
時，發揮影響力。

【本報訊】民建聯計劃成立選舉委員會，負責統
籌兩級議會的選舉工程。民建聯副主席葉國謙表
示，本月21日新一屆中委會產生後，便會決定是否通
過成立選舉委員會，一旦接納該建議，便會投入工
作，選舉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專責研究民建聯參
與兩級選舉等事宜，但與工聯會政務委員會無任何

對口關係。
民建聯劉江華指出，如上一屆的立法會直選，他

在所屬的新界東選區得到10萬票，高達29%，很多人
都認為有些浪費，如果民建聯當時分隊參選新界
東，相信可以多得到一個議席，故新成立的選舉委
員會將會檢視未來如何更好地進行部署工作。

工聯會理事會為配合2017年普選行政
長官及2020年普選立法會，昨日通過成

立政務委員會，專責統籌選舉事宜。會長鄭耀棠表示，
政委會將負責決定參選名單、評估出選的選區、草擬選
舉政綱及制訂未來方向等。他表示，過往工聯會都是扮
演「抬轎」角色，支持朋友參選，將來會改為「坐轎」
的角色，更積極派人參選，確保當選的議員堅守勞工立
場，代表工人爭取權益。

鄭耀棠表示，自82年開始，工聯會都是扮演「支持友
好」參選的角色，從而提高會員的公民意識，但在過去
一段時間，有會員向他們投訴，為何他們選出的代表進
入議會後，並非真正代表打工仔聲音，提醒工聯會於下
次選舉時，必須更加小心：「過去25年工聯會一直處於

被動角色，久而久之，便出現了問題，工聯會為何不代
表打工仔聲音？」

鄭耀棠：坐轎抬轎都做
去年立法會選舉，工聯會於九龍東及新界西兩區打正

旗號派員參選，會員反應出乎意料之外，亦再沒有聽到
「點解要支持佢」的聲音，證明工會代表參選獲得支持，
使工聯會對派員參選持積極態度。鄭耀棠說：「抬了這
麼多年轎，現時都要坐一坐轎了！」但他強調，「並非
單要坐轎，若衡量形勢之後，發現自己沒有勝算時，便
會支持友好，坐轎抬轎都會做！」

他強調，工聯會不會變為政黨，「好似英國工黨般，
雖名稱為工黨，但並非完全代表工人權益，日後候選人

若打正旗號代表工聯會參選的話，其身份必須代表工人
權益。個pat pat(屁股)永遠都是坐在勞工的立場上，為勞
工界在議會的聲音，促使政府在考慮推出新政策時，可
更充分考慮工人的觀點。」而日後代表工聯會當選的議
員，需要受到政務委員會約束，包括投票意向。

鄭耀棠又稱，新設的政務委員會將是選舉機器，從定
人、地點、方向及政綱等一條龍方式出發，令過去較沒
有系統的選舉策略正規化、恆常化及專業化，由於部署
需時，希望政委會可在下月正式運作。至於人選方面，
由於需經常務理事會互選過程，暫時還未能定出人選，
但有關人士應該熟悉選舉，並具有一定的「江湖地
位」：「不排除會出現一些爭拗時，他須擁有一定能
力，平息各方爭拗。」

【本報訊】吳康民83歲壽慶，培僑校友會
日前假農圃飯店設宴。席間文、政、商校友
薈萃，各抒文采，祝賀吳老健康長壽。吳康
民老校長風趣地「聲明」，擺壽宴不是他本
人的意思，也沒作過任何「暗示」。他相信
八十三是一個吉利的數字，象徵「生生發
發」，「發」於他則沒甚麼機會了，但「生」
如「生龍活虎」，卻又是他生活最需要的。

83歲壽慶 校友送上關懷
吳老說，他的右眼已經盲了，左眼又黃斑

病變，已很難醫治，此病對他的情緒有很大
影響。「我是靠眼晴吃飯的，寫文章、看書
都需要眼神，招校長送我的詞，要我『尋龍
洗眼』，我相信各校友都是我的『龍』，能幫
我洗眼。如今能做單眼佬心願足矣，可過下
半世了。」吳老又稱，培僑校友支持他的生

命力至為重要，他有幸得到校友的深厚感
情，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都得到校友送
上幫助與關懷，這份溫馨使他感受到人生最
大的幸福。

培僑中學校長招祥麒特送上一首詞《沁園
春》祝賀。「眉壽添籌，上此春酒，神思飄
飄。憶崎嶇往日，星披月戴，艱難險境，浪
湧波滔。愛國深情，育人朗志，海宇盱衡孰
與高。風雷後，看英才抖擻，萬物妖嬈。　

相攜老伴阿嬌，緊執手周遊好健腰。願三
多華祝，勁如松柏，千篇港論，粲若詩騷。
訪井登山，尋龍洗眼，辨析毫芒銳似雕。蟠
桃宴，聽年年笛韻，歲歲生朝。」

培僑中學、培僑書院校監曾鈺成說，他
與各校友一起祝老校長健康長壽，眼患早
日康服。老校長的眼光，在過去幾十年，
對發展培僑、校友會至為重要，對國家、
香港的發展，有很重要的啟發。希望他的
眼光，為一代一代從事公職的培僑人作指
路明燈。

吳康民「尋龍洗眼」最 培僑人支持

【本報訊】工聯會昨日假旺角勞工子弟學校召開第34屆會
員代表大會，近千名工會代表出席。會議除總結過去3年工
作，亦圍繞「應對金融海嘯、強化工會職能、維護勞工權益」
主題，探討未來工作方向。會議通過了3個提案及2個臨時動
議，並選舉27間工會組成新一屆常務理事會。新一屆常務理
事會將於今晚舉行首次會議，選出第34屆工聯會負責人。

大會經過分組討論後通過了工作報告、財政報告，並通過
修章報告、提案報告及臨時動議。第34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
亦緊接進行，以一會一票的方式，選出由27間工會組成的第
34屆常務理事會，較上一屆增加了2間。

選舉27工會
組新常務理事會

政經人語

■國務院總
理溫家寶的
四 字 真 言

「 不 進 則
退」，是勉
勵整個香港
與時俱進。

資料圖片

■工聯會召開第34屆會員代表大會。 本報記者潘政祁 攝

■工聯會會長鄭耀棠透露，工聯會的選舉部署是希望能派員參加5個立法會地方選
區直選。 本報記者潘政祁 攝

■劉江華認為工聯會和民建聯仍
有合作空間，且不會削弱民建聯
的票源。 本報記者潘達文 攝

■吳康民83歲的生日願望是「生龍活虎」。 資料圖片

不變政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