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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度時艱 馬自刪1000萬公務費
陳沖減225萬行政費 籲勿再內耗全力拚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

道：台灣方面近期持續刪減

開支，以應對經濟不景氣，

紓緩民怨。最新的動向是，

當局領導人馬英九6日決定

刪減明年度公務機要費，由

4000萬元（新台幣，下同）

降至3000萬元；而行政機構

負責人陳沖也決定刪減225

萬元行政聯繫費；兩項刪幅

各佔1/4。

上月，台灣爆出勞工保險基金破產危機。該基金最
新精算報告顯示，由於台灣人口快速老化，壽命

提高，勞保基金收支逆差時間由2020年提早到2018年，
破產時間也從2031年提早至2027年。
出於公平性考慮，台灣各界開始檢視公職人員各種福

利待遇和公務部門開支。台灣當局面對輿論壓力，接連
縮減支出。首先決定縮減的是退休軍公教（軍人、公務

員、教師）人員年終慰問金。

輿論壓力 接連縮減支出
10月23日，台灣行政機構決定對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

慰問金做出調整：發放人數從約42萬人減到4萬人；經
費由192億元，減到約10億元。調整後只有2類退休軍公
教人員可領取年終慰問金：第1類是原月退休俸2萬元以

下的退休人員或遺眷；第2類是因作戰或演訓而受傷、
死亡、殘廢的退休人員或遺屬。新規將在明年初開始實
施。這個調整剛定，向來「刮別人鬍子」的立法機構，
又被輿論要求「先刮自己的鬍子」。
11月1日，當局立法機構決定刪減12項「立委」辦公

事務費用預算，總計刪減9,700萬餘元，平均每人每年
將少領86萬餘元。而維持的有三項，即服務處租金、健

檢費及辦公室業務費。
6日，馬英九做出刪減公務機要費的決定時說，目前

經濟情況低迷，願主動刪減，盼「朝野」勿再進行不必
要內耗，全力回到拚經濟主軸。
對於刪減支出，陳沖同日也表示，主要是考慮台灣財

政困難，以及和大家共體時艱，期盼未來所有問題回歸
理性，一些制度的檢討都能回歸制度與專業。

高雄辦城市峰會 陳菊：親自登陸發邀請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震撼全台的淫魔李宗瑞涉迷姦數十
女子及偷拍性侵光碟案，經台北警檢兩個多月偵辦，台北地檢署
6日宣布偵結，檢方認定受害女子多達數十人，當中不乏遭下藥
迷姦；而且李宗瑞在通緝到案後仍堅不認罪，偵訊時還以輕蔑的
語氣評價被害女子，甚至在性侵時錄影存證，其犯罪動機及目的
令人髮指，檢方要求處法定最高刑度30年有期徒刑。
據中央社報道，去年7月間，李宗瑞被一對姊妹控告性侵，

警方將其移送北檢偵辦，檢察官訊後聲請羈押，但台北地方法
院開羈押庭認定罪證不足，將其無保釋放。
另有被害人控告李宗瑞疑偷拍性愛光盤，今年8月1日，李宗

瑞遭檢方通緝，逃亡23天後，8月23日投案。據台媒相關報
道，台北地檢署認定，李宗瑞涉嫌以不同手段共性侵和偷拍28

名女子，6名女子遭李宗瑞下藥性侵；3名女子遭李宗瑞強制性
交；光盤顯示有9名被害人在性侵過程有抵抗舉動但未出面指
認。

散布不雅照 另行偵結
此外，李宗瑞趁10名女子酒醉意識不清時對女子性侵偷拍，

其中有一名女子不提出告訴。另有4名女子與李宗瑞合意性
交，但遭李宗瑞偷拍。
檢方偵查後，以加重強制性交6罪，分別求刑10年；以強制性

交12罪，分別求刑6年；以乘機性交10罪，分別求刑6年；以妨害
秘密17罪，分別求刑1年。合並求刑法定最高刑度30年。此外，
偵辦期間衍生出不雅照散布及洩密的案外案，將另行偵結。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繼前
民進黨主席謝長廷10月初登陸，引發
綠營強烈震撼至今議題效應仍在持續
之際，另一綠營重量級人馬、高雄市
長陳菊（見圖）6日首度鬆口表示，她
將在明年9月之前，親自登陸邀請大陸
主要城市官員參加在高雄舉辦的亞太
城市高峰會議。
她強調，亞太城市高峰會議明年9月

在高市舉辦，包括大陸在內有百名代
表參加，她正陸續安排拜訪中。
2009年第8屆世界運動會在高雄舉行，
當時的市長陳菊亦為此破冰前往北

京、上海邀請當地官員赴台參加世運
會，引發強烈反應。此次亞太高峰會
議已定明年9月9日在高雄小巨蛋舉
辦，陳菊也將比照辦理，至於去哪些
城市，陳菊尚未講明。
陳菊表示，亞太城市高峰會曾在大

陸重慶舉辦過，這次高雄擊敗韓國大
田、大陸昆明等勁敵，拿下2013年主
辦權，在全球經濟動能趨緩情形下，
亞太的城市與企業，都在尋找最佳的
治理模式與營運策略，但唯有行動才
能改變現況，因此親自登陸邀約是勢
在必行，只是目前都還在規劃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海峽光纜1號」工
程昨日在福州舉行啟動儀式。這也是第一條連接兩岸的
海底光纜。據報道，「海峽光纜1號」由中國聯通、中
國移動、中國電信以及台灣的遠傳、台灣大哥大、中華
電信、台灣國際纜網等兩岸電信營運商共同投資建設。
這條光纜將連接福州至台灣的淡水，全長約270公里，
其中，海中段約205公里。
台灣國際纜網公司董事長陳文瑞表示，直通兩岸的海

底光纜將大大降低營運成本，兩岸民眾將享受到優質價
廉的通訊服務，這對台海和平有很好的促進作用。據規
劃，「海峽光纜1號」預計今年底完工，2013年初投入
營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衛生署疾病
管制局昨日表示，上周新增78例本土登革熱病
例，包括4例登革出血熱確定病例，且1例死
亡，今年疫情仍持續增加。
疾管局副局長周志浩表示，上周新增的本土

登革熱病例主要集中在高雄市與台南市，從監
測資料顯示，台南市疫情略降、高雄市病例數
則略為增加，且新增散發病例的類別。
疾管局表示，正值本土登革熱病例數高峰

期，提醒民眾配合整理家園環境，檢視住家內
外環境、清除病媒蚊孳生源、回收處理不需要
的容器，加強個人保護措施以避免病媒蚊叮
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中市吳姓
民眾辦喜事，卻收到由「立法院長」王金平署
名的「典型宛在」輓聯，準新娘氣到說不出
話。王金平6日公開表達歉意與遺憾，並已拜
託國民黨「立委」蔡錦隆協助補包紅包沖喜
外，他個人也會找機會到寺廟為吳姓民眾祈
福。
王金平坦言，這種錯誤是幕僚人員10幾年來

第一次發生，但畢竟這種錯誤這一次都不該出
現，他將檢討喜幛、輓聯的收發處理流程，希
望不要再有任何差錯。
王金平強調，整件事是幕僚作業疏失，他除

表達歉意與遺憾外，已拜託國民黨籍「立委」
蔡錦隆補包紅包沖喜，他個人也會找機會到寺
廟為吳姓民眾祈福。

兩岸直通
首條海底光纜開工

台登革出血熱續增4例

誤送輓聯賀新婚 王金平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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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下藥性侵多名女子的李宗瑞(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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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起人們對環保的關注及切實行動

在啟動儀式上，學生會向大家詳細介紹了活動的流
程，並於啟動儀式後開始進行校園擺攤宣傳行

動，現場氣氛熱鬧，每位路經的學生對這個創新環保
活動均表現非常積極，校內並立即掀起了一陣收集廢
棄瓶子的環保熱潮。

透過環保理念培育學生
今次全國「高校漂流瓶」活動，創意源於香港環境

保護協會在暑期帶領來自全國的社團負責人，到農村
進行環保支教時共同策劃出的創新環保活動，這次活
動巧妙地把青年人喜歡的11月11日光棍節作為契機、
與環保回收舊廢棄瓶活動結合，並以漂流瓶為載體，
把環保的理念、祝福、愛意與心願等等內容，透過培

養要學生捐出一個光瓶作回收，主辦單位便會為學生
免 費 把 漂 流 瓶 「 心 願 」 上 載 至 中 國 論 壇
chinadiscuss.org，心願便會在11月11日光棍節當日漂至
中國論壇屬下各高校分省論壇，給全國學生搜索各自
喜歡的內容而進行後續互動交流。
全國「高校漂流瓶」活動已成為全國最大規模的高校

環保回收活動，本次活動己吸引全國31省市238所高校
學生會、環保社團、青協及其它社團共同積極參加，把
環保時尚理念推動到高校每位學生均可參加環保回收廢
棄瓶的公益實踐活動，在青年學子中引起積極正面反
響，喚起人們對環保的關注及切實行動，藉此把環保理
念深入民心，為環保增添綠色浪漫氣氛，主辦單位並計
劃為活動申報吉尼斯廢瓶回收世界新紀錄。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長實」）參加由港鐵公司及香港
業餘田徑總會舉辦的港鐵競步賽
2012，勇奪最高籌款公司獎，長
實已是第五年獲此殊榮。在頒獎
禮上，長實發展部策劃經理陳國
強接受港鐵公司行政總裁韋達誠
頒發最高籌款公司獎，以示嘉
許。長實為支持是次活動，更特

別發動公司員工組隊參賽，各參
賽健兒精神抖擻，悉力以赴。
長實一向熱衷於公益事業，對

不同範疇之社會活動均積極參與
和支持。是次競步賽活動乃由港
鐵公司及香港業餘田徑總會舉
辦，目的是喚起社會人士對健康
及運動的關注，同時為醫管局健
康資訊天地籌款。

新鴻基地產（新地）旗下香港九龍東智選假日酒店
日前正式開業，它與毗鄰的香港九龍東皇冠假日酒店
成為香港首個雙子酒店項目，為將軍澳這個充滿活力
和便捷的地區帶來商旅的豪華及物有所值的服務。
新酒店設有300間客房，位處港鐵將軍澳站上蓋，連

接毗鄰PopCorn商場；距離香港著名的購物及休閒場所
只需數分鐘車程，20分鐘更可到達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距離香港國際機場亦只需45分鐘車程。
香港九龍東智選假日酒店及香港九龍東皇冠假日酒

店總經理董百福表示：「作為一個世界知名的酒店品
牌，全球已有超過2,100間智選假日酒店，並有450多間
正在籌備當中。香港九龍東智選假日酒店極受市場歡
迎，對於能以100%的入住率迎接開業，感到極為欣
喜。」
香港九龍東智選假日酒店以實惠房價、稱心服務和

完善配套為商旅客人提供新鮮、整潔、簡約的住宿體

驗。客人可免
費享用全面覆
蓋酒店的無線
寬 頻 上 網 服
務，以及八款
不同選擇的早晨套餐。
酒店設有149間標準客房及120間標準海景客房，兩

者面積均約20平方米。另外15間標準景觀客房和16間
標準三人房面積為22平方米。位於八樓的綠園提供一
個戶外休閒活動的場地，設有電腦提供上網服務、健
身區、閱讀區、自動販賣機及自助洗衣機，為客人的
日常需要及身心健康給予一個全面和便捷的環境。
適逢香港九龍東智選假日酒店正式營業，酒店現提

供開業優惠，標準客房每晚由HK$855起，房價包括免
費早餐及上網服務，客人須提前三天預訂及連續入住
最少兩晚。

■香港九龍

東智選假日

酒店（右）

與香港九龍

東皇冠假日

酒店為香港

首個雙子酒

店項目。

■長實參加港鐵競步賽2012，第五年

獲頒最高籌款公司獎，港鐵公司行政

總裁韋達誠向長實發展部策劃經理陳

國強頒發最高籌款公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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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龍東智選假日酒店開業

長實全力支持港鐵競步賽2012
第五年獲頒最高籌款公司獎

全國「高校漂流瓶」舉行啟動儀式
由香港環境保護協會主辦，

廣東工業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

學院協辦的第二屆光棍節「高

校漂流瓶」活動，全國啟動儀

式日前在大學城廣東工業大學

啟動，儀式以「一個空瓶，一

封信，尋找全國高校最美麗的

邂逅」為主題，學生會共邀請

廣東省5市23所高校代表及各

大傳媒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