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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繼續在韓國
進行職務訪問，並將與韓國經營者總協會的代表會
晤，以了解僱主就實施標準工時所關注的事項。訪
問團於前日與由韓國政府、僱主、勞工及公眾利益
團體組成的經濟社會發展勞使政委員會的代表會
晤，又拜訪了韓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就實施標
準工時問題交流意見。圖為訪問團與經濟社會發展
勞使政委員會委員會副主席嚴玄澤(前排右五)合
照。

立會訪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機場管理局就斥資逾
千億元加建第3條跑道諮詢公眾，但當局至今仍未公開
工程對環境影響的初步報告。7個關注團體昨日在中環
街頭派發單張，要求撤回諮詢，待公布有關報告後再
重新徵詢公眾意見。機管局表示，正就公眾查閱顧問
報告的事宜作出安排。
地球之友、綠色和平、環保觸覺、長春社、海豚保

育協會、健康空氣行動及機場發展關注網絡昨日到中
環政府總部外派發單張，要求當局撤回諮詢，待公布
詳細顧問報告後再諮詢公眾。地球之友高級環境事務
主任蔡家民說，市民單憑現有諮詢文件未能知悉工程
對環境的影響，要求當局盡快公開空氣質素影響報
告。
機管局發言人稱，當局正就機場未來規劃諮詢公眾，

已製訂多份報告及技術文件供公眾參考；而諮詢是機場
總體規劃重要一環，當局如期在9月2日完成諮詢。

第3條跑道環境報告
7團體促公布

專組第10次開會
推粵港知識產權貿易

住屋置業貧富懸殊人口老化 與預算案合併諮詢

10月施政報告 聚焦3大議題

宣傳短片拍畢 下周一播出
根據慣例，曾蔭權在撰寫施政報告

前，會先諮詢議會各大黨派、商會、區
議會和社會團體的意見。特首辦
Facebook專頁「上亞厘畢道」昨日預告
曾蔭權已就2011至12年施政報告拍攝宣
傳短片，並於下周一正式播出，同時會
一併開展全方位的諮詢工作。
曾蔭權在預告短片中表示，在過去幾

年，特區政府推出了多項重要政策，其
中有很多涉及香港的長遠規劃，例如落
實十大基建、發展六項優勢產業、推動
政制改革，及實行法定最低工資等，都
推動香港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
發展。但香港仍然面對不少挑戰，需要
認真處理。
他坦言，在過去一段時間，市民清晰

表達了幾個最關心的問題，包括樓價過
高，置業困難；貧富差距擴大，令社會
矛盾日趨尖銳；及人口老化對安老服務

和退休保障帶來壓力。

將提切實可行短中長期措施
曾蔭權強調，特區政府團隊，無論是

問責官員或是公務員，都是以香港整體
的長遠利益為依歸，同心協力，制訂政
策，並承諾自己會和團隊針對有關問題
深入研究，並希望在今年10月發表的施
政報告中，提出切實可行的短、中、長
期措施，處理住屋和置業問題、紓緩貧
富懸殊，提高基層市民的生活水平；優
化退休保障計劃，和為長者提供更好的

支援。

政策部門有更多時間消化意見
他指出，為盡快落實政策措施，資源

的分配必須配合，故今年施政報告的諮
詢會與明年財政預算案公共開支部分的
諮詢一併進行。當局相信，今年公布的
新年度施政報告，與明年公布的新財政
預算案的公共開支部分合併諮詢，有助
加強政策制訂與預算案規劃之間的協調
互動，既可以令社會全面討論，亦有助
各政策部門有更多時間消化各界意見。
為此，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會於今年底

進行第二輪預算案收入部分的諮詢，屆
時會針對最新經濟趨勢、財政環境及各
界意見，進一步考慮調整稅率及差餉等
涉及特區政府收入的措施。
曾蔭權坦言，自己在任內已做了多份

施政報告，並落實政策，履行了2007年
所作的選舉承諾，「這是我最後一份報
告，所以我更加要把握機會，竭盡所
能，處理社會當前面對的問題」，又衷
心希望市民踴躍發表意見，體現一直以
來政府和市民之間的良性互動，並承諾
自己和團隊必定會秉持信念，繼續用心
為市民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位於添馬艦的立法會
新大樓能否趕及如期於10月入伙仍懸而未決。立會行
政管理委員會今日會再視察新大樓工程進度，了解情
況，並於同日下午舉行閉門會議，決定是否如期遷進
新大樓。

有指新大樓仍在連夜趕工，立會未必能如期搬遷。
反對派議員劉慧卿及何秀蘭均指，行管會今日在視察
新大樓進展後，會開會決定立會能否如期搬遷，並稱
不希望重蹈10多年前搬機場的混亂狀況。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指，新大樓未入伙已出現漏

水問題，影響電腦運作，天花又未做好，既然問題多
多，就不應該強迫立法會進行搬遷，強調不應為搬遷
而搬遷，應該準備妥當後才遷入：「不需要為某一個
黃道吉日而做事！」
不過，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劉秀成認為，

重大工程在臨完工前趕工是正常的情況，又指有關工
程的承建商經驗豐富，故有信心如期完工，他反而擔
心外圍交通配套是否趕及改善，方便市民、職員及議
員進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正籌備10月發

表的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重點回應城中關注的住屋置業、貧富

懸殊及人口老化3大議題，並於下周一正式展開包括諮詢會、論壇及

啟動網站等諮詢工程；而今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更打破慣例，與明

年財政預算案公共開支部分合併諮詢，以加強兩者的協調，確保施

政報告內確立的政策在資源上得到配合，有利政策順利

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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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26℃ 31℃ 雷暴
長　　春 22℃ 30℃ 多雲
長　　沙 29℃ 38℃ 天晴
成　　都 22℃ 27℃ 有雨
重　　慶 28℃ 38℃ 多雲

福　　州 27℃ 35℃ 多雲
廣　　州 26℃ 32℃ 有雨
貴　　陽 23℃ 32℃ 多雲
海　　口 24℃ 28℃ 雷暴
杭　　州 27℃ 36℃ 多雲
哈 爾 濱 22℃ 30℃ 多雲
合　　肥 27℃ 35℃ 多雲

呼和浩特 15℃ 25℃ 驟雨
濟　　南 24℃ 35℃ 雷暴
昆　　明 19℃ 28℃ 多雲
蘭　　州 15℃ 24℃ 有雨
拉　　薩 12℃ 23℃ 驟雨
南　　昌 29℃ 37℃ 天晴
南　　京 28℃ 36℃ 天晴

南　　寧 25℃ 35℃ 驟雨
上　　海 28℃ 36℃ 天晴
瀋　　陽 22℃ 31℃ 多雲
石 家 莊 22℃ 31℃ 雷暴
台　　北 26℃ 36℃ 雷暴
太　　原 19℃ 26℃ 有雨
天　　津 23℃ 31℃ 雷暴

烏魯木齊 20℃ 32℃ 天晴
武　　漢 28℃ 37℃ 多雲
西　　安 22℃ 29℃ 有雨
廈　　門 26℃ 32℃ 驟雨
西　　寧 11℃ 23℃ 多雲
銀　　川 17℃ 27℃ 多雲
鄭　　州 26℃ 32℃ 雷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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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雲，有狂風驟雨
氣溫：26℃-29℃ 濕度：80%-95%
潮漲：06:35 (2.2m) 21:36 (1.3m)
潮退：14:44 (0.5m) -
日出：05:53 日落：19:06

30/7(星期六)
氣溫：26℃-30℃

濕度：75%-95%

多雲
有狂風驟雨

31/7(星期日)
氣溫：27℃-31℃

濕度：70%-90%

大致多雲
有幾陣驟雨

1/8(星期一)
氣溫：27℃-31℃

濕度：70%-90%

短暫時間有陽光
有幾陣驟雨

2/8(星期二)
氣溫：28℃-32℃

濕度：65%-85%

部分時間有陽光
有一兩陣驟雨

空氣污染指數

0-25 輕微

26-50 中等

51-100 偏高

101-200 甚高

201-500 嚴重

一般監測站#

污染指數：20-50
空氣指數：輕微至中等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55-80
空氣指數：偏高

# 設 於 中 西
區、葵涌、觀
塘、深水 、
沙田、大埔、
荃灣及元朗。
*設於銅鑼灣
及旺角。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5℃ 33℃ 雷暴
河　　內 26℃ 36℃ 密雲
雅 加 達 24℃ 31℃ 薄霧
吉 隆 坡 25℃ 34℃ 天晴

馬 尼 拉 26℃ 29℃ 有雨
新 德 里 27℃ 33℃ 雷暴
首　　爾 23℃ 29℃ 有雨
新 加 坡 26℃ 33℃ 多雲
東　　京 24℃ 29℃ 有雨

澳洲
墨 爾 本 8℃ 17℃ 多雲

悉　　尼 8℃ 19℃ 多雲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4℃ 23℃ 驟雨
雅　　典 22℃ 35℃ 天晴
法蘭克福 15℃ 24℃ 多雲
日 內 瓦 12℃ 20℃ 驟雨
里 斯 本 21℃ 32℃ 天晴

倫　　敦 17℃ 25℃ 驟雨
馬 德 里 18℃ 33℃ 天晴
莫 斯 科 21℃ 31℃ 有雨
巴　　黎 15℃ 23℃ 驟雨
羅　　馬 18℃ 26℃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4℃ 30℃ 雷暴

檀 香山 24℃ 31℃ 天晴
洛 杉 磯 19℃ 27℃ 多雲
紐　　約 19℃ 31℃ 多雲
三 藩 市 13℃ 23℃ 天晴
多 倫 多 21℃ 24℃ 驟雨
溫 哥 華 14℃ 23℃ 多雲
華 盛 頓 24℃ 35℃ 多雲

查詢天氣：187  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

立會新大樓 議員指趕工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
作專責小組在廣州舉行第10次會議。香港知識產權署
署長張錦輝表示，今年專責小組其中一個新合作項
目，是推動粵港知識產權貿易的概念和趨勢，並會邀
請有興趣的機構提供知識產權信息，以創造知識產權
貿易基本條件，並積極協助企業抓緊機遇，開拓商
機，推動企業的升級和轉型。
專責小組在昨日會議上，同意深化及積極推動粵港

知識產權的合作和發展，提高兩地的經濟實力、創新
能力和國際競爭力，而有關2011/12年度的合作計劃，
會包括推動並拓展粵港知識產權貿易；為兩地企業舉
辦知識產權研討會、培訓班和交流活動；繼續鼓勵在
粵港資企業申請認定廣東省著名商標；為兩地執法人
員舉辦知識產權專題活動。
廣東省代表團團長、廣東省知識產權局局長陶凱元

表示，加強粵港知識產權的合作，對於提升粵港兩地
企業的競爭力，及管理和運用知識產權的能力非常重
要，且具有積極推動作用。

施政報告中重點處理的3大議題
1. 樓價過高，置業困難。

2. 貧富差距擴大，令社會矛盾日趨尖
銳。

3. 人口老化對安老服務和退休保障帶來
壓力。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社會政治化的趨
向越見嚴重，衝擊特區政府管治。行政會議召集人梁
振英坦言，回歸後特區政府不時面對司法挑戰及輿論
的管治「新阻力」，不少基建工程更面臨司法覆核，增
加政府團隊工作負擔，惟政府人手捉襟見肘，令施政
速度減慢，建議政府擴大問責團隊，增加司局級官員
數目，避免公務員工作「Double-up」，並以「試點模式」
在地區設立行政統籌機關部門。
香港公共行政學會昨日舉行周年午宴，邀請梁振英

就「如何重建政府管治效能」發表主題演講，講述其
公共行政的管治理念。
梁振英在發言時表示，特區政府今日的管治並非失

效，而是社會環境變得政治化，導致政府團體管治效
率不如往日。梁振英以90年代的新機場及其連帶工程
為例，指出當日的法律及政策與今天基本一樣，但礙
於現時的工程在策劃及施工同樣面對「非一般的反
對」，拖慢施政速度，「當時的『玫瑰園』計劃涉及10
多個工程，90年上馬至98年完成，整個過程在7至8年
間完成，相反，今日好多的工程項目面對司法程序挑
戰，增加施政阻力」。

特區政府行政職能 近「聯邦政府」
他認為，特區政府應擴大問責官員團隊，切實應

對。梁振英又以上海、重慶、天津為例，指特區政府
行政職能較外界想像大，甚至接近其他國家及地區的

「聯邦政府」的職能，需要處理的問題上至聯繫匯率，
下至教科書等教育問題，但人才卻「原地踏步」，無法
同時兼顧社會的政治挑戰。
梁振英建議，特區政府應擴大問責團隊，增加司局

級官員數目，並以「試點模式」在地區設立行政統籌
機關部門，減輕政府總部工作，全面提升政府管治效
能及威信，共同為香港願景而努力，盡力向市民交出
成績：「香港現時是一級政府管治三級運作，地方職
能較不少直轄市廣泛，但回歸後政府的施政舉措，經
常碰到與主權國家相類似的違憲審查權案件，情況不
是空前困難般嚴重，但社會的確變得政治化。」

擴政治人才庫 建構正面輿論環境
為改善政府與地區的施政協調及應付香港環境的變

化，他建議政府應以「試點模式」的思路方向出發，
考慮在地區設立行政統籌機關部門，先在地區結合問
題再交到政府總部處理，並盡快研究吸引人才的手段
及方法，擴大政治人才庫，讓社會及公務員團隊中的
政治人才不被拒諸制度外。
梁振英又特別提到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後再就業的問

題：「香港公務員是廉潔及奉公守法，為吸引有心有
志有力服務社會的人才，離職後就業的限制亦不能過
於嚴苛，反而應重視及珍惜人才，否則只會不利社會
發展。」他期望，香港社會應多諒解政府施政的困
難，並建構正面的輿論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
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與香港大學生交
流，回應學生提問時表示，香港公務員
應該多為香港未來進行設計規劃，加強
主人翁的責任感，引起了各種各樣的解
讀。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CY）認
為，王光亞所言並非針對任何人，又認
為香港公務員勤奮專業，必定能與時俱
進。

「王光亞言論非針對任何人」
梁振英昨日在出席香港公共行政學會

午餐會前回應傳媒提問時強調，他不同
意有部分人將王光亞的言論，解讀成對
特首曾蔭權的批評，指中央一直支持行
政長官依法施政，認為王光亞的言論並
非針對任何人。
他認為，有效的管治需要長遠規劃設

計及專業執行兩方面的配合：回歸之
前，規劃設計工作主要由英國人負責，
公務員只需要專注執行；回歸之後，為
了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

公務員需要進行規劃設計工作，層次有所提高。
CY又認為，公務員具備長遠設計規劃的能力

重要，但香港社會亦應有共同願景，有作長遠規
劃的意識，認識到設計規劃的重要性，並讚揚香
港公務員專業能幹，工作勤奮，相信他們能因應
社會需要，與時俱進。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認為，王光亞的評論並

非針對大部分執行及技術性層面的公務員，因他
們只負責執行政策，服從上層指示是很正常，相
信王光亞主要針對一些來自公務員隊伍的最高
層：「他們負責制定政策，但又缺乏宏大視野及
長遠規劃⋯⋯最根本問題為特區領導的問題，最
高層領導是否有宏大視野，作出長遠規劃及政治
技巧。」
葉太又指，新民黨下月將會訪京，可以就有關

問題向有關官員作出反映，現正收集團員意見。

梁振英倡擴問責團隊 地區設「試點」

■曾蔭權在禮賓府內拍攝短片。

■梁振英認為政府應擴大問責團隊，處理管
治「新阻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梁振英應邀為香港公共行政學會發表午餐演講。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房屋委員會主席
鄭汝樺昨先後到啟德發展區及位於東九龍的彩福
，視察最新的公屋發展計劃及了解公屋住戶的

生活。
鄭汝樺首先巡視位於前啟德機場北停機坪綠化

面積達3成的大型公屋項目：第一甲區佔地3.47
公頃將會興建約5,200個住宅單位預期於2013年年
初落成；第一乙區地盤面積為5.7公頃，將興建
約8,100個住宅單位，預計於2013年開始分三期落
成。兩個地盤總共可為約34,000人提供一個在市
區的綠茵家居。
其後，她參觀了位於牛頭角的彩福 並探訪了

一對退休夫婦。他們表示，由原居的馬頭圍舊樓
遷至彩福 後，生活環境得以大大改善。

鄭汝樺巡啟德彩福
聽公屋居民心聲

■鄭汝樺視察啟德發展區的公屋地盤後，到訪
彩福 並探訪一對已退休的夫婦，閒話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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