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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海濤、王禹 澳門報道）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昨日（22日）結束一連3天澳
門考察行程，中午乘坐專機離開。離澳前，吳邦國一行
分別到大三巴、澳門博物館、大炮台等多處澳門古蹟景
點參觀考察。

崔世安張裕陪同 姚京明介紹

昨晨9時許，吳邦國在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社
會文化司司長張裕陪同下，抵達澳門古蹟大三巴牌坊。
文化局代局長姚京明在牌坊前向吳邦國一行講解遺址歷
史、特色及保育情況。吳邦國首先聽取介紹，之後一行
在牌坊前合照留念。

隨後，吳邦國一行來到澳門博物館。整個考察過程
中，他對各展區深感興趣，仔細端詳展品之餘，更不時
向博物館館長陳迎憲提問及聽取解說，並在留名冊上題
辭。

登上大炮台 市民睹風采

最後，吳邦國一行登上澳門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大炮
台，鳥瞰澳門景色、遠眺市內特色建築物及了解城市新
發展，並且在一尊古炮前與崔世安留影。吳邦國離開大
炮台時，吸引大批居民及旅客圍觀，各人均期望一睹國
家領導人風采。委員長沿途面帶笑容，向群眾揮手致

意。

何厚鏵崔世安白志健歡送

昨日下午1時半，吳邦國一行乘坐專機經澳門國際機
場離澳，結束3日行程。在場歡送的包括全國政協副主
席何厚鏵、澳門特首崔世安、中聯辦主任白志健，特區
政府一眾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主要官員，以及中央駐
澳機構主要領導等。吳邦國獲特區政府送贈1本相冊留
念，內容是吳邦國在澳門考察的照片集。

「三要點」講話迴響熱烈

對於吳邦國前日在紀念澳門基本法頒布20周年啟動大
會的講話，強調宣傳和推廣基本法要三個要點：要始終
堅持中央政府對澳門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的根本宗旨；
要深刻認識澳門特區實行的制度；要全面理解國家主體
實行社會主義和澳門實行資本主義的關係。澳門中華教
育會會長李沛霖表示，吳邦國提出的「三要點」為特區
指明了方向。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劉藝良說，吳邦國講話
中的「三要點」很到位，有助進一步理解、推廣、落實
基本法，有助認識中央和澳門特區的關係。澳門街總會
長姚鴻明認為，必須正確全面地理解和重視吳邦國提出
的三點強調，否則只強調「兩制」，不尊重「一國」，容
易迷失方向。

吳邦國考察澳門古蹟保育

近200萬項修訂需40年處理 審閱額外花470萬元勞民傷財

反對派愈拉布 葉國謙愈企硬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繼續討論由葉國謙及公民黨
議員湯家驊提出，修訂財委會及轄下兩個小組的

會議程序問題。財委會主席張宇人表示，立法會秘書處
共接獲來自各議員超過190多萬項修正案，估計需要408
個工作月才能完成處理中英文本，表決時間也要近
2,000日。倘若為此增加人手處理，立法會就要額外支
出470萬元公帑。

24小時開會表決 需時5年

葉國謙發言時，坦言對反派議員提出近200萬項修訂
感到震驚，批評他們為推倒「剪布」修訂，不惜浪費人

力物力，令立法會職員要用40年才能完成審閱修訂。若
全部修訂都進行表決，即使24小時開會，也要用5年多
時間才能完成，此舉令他更堅持要動議修訂議事規則。

他強調，自己提出修訂並非要壓制議員言論自由，而
是針對反對派「無限制拉布」，並以早前財會討論長者
生活津貼計劃撥款申請為例，就因為社民連主席「長毛」
梁國雄一人「拉布」，把撥款拖延2個月，令數以10萬名
長者少收2個月額外津貼，「一人玩 ，拖垮整個議會」
情況再次出現，「議員可以拉布，現時（修訂）不是

（要求主席）不批准（提修訂），只希望有一個完結期
限」。他又重申，自己「門常開」，歡迎其他議員和他商
討，以尋求共識。

反駁涂謹申「行之有效」說法

民主黨議員涂謹申發言時聲言，葉國謙動議限制議員
發言並不理性，改變議會多年「行之有效」的做法。民

主黨主席劉慧卿稱，葉國謙事前並無與其他議員討論，
她毫不知情。葉國謙回應時反駁，涂謹申所謂「行之有
效」的說法完全無稽，「目前就是行之無效」。葉國謙
又指，自己提出動議前並非「自把自為」，包括曾與湯
家驊商討，但對方當時竟提出「每名議員可以提1,000
個修訂」的反建議，這與無限制地提出修訂根本沒有分
別，是毫無誠意的表現。

民主黨議員黃碧雲則聲言，要葉國謙先撤回動議，大
家才能談判。民建聯議員陳 鑌則批評黃碧雲說法，

「葉國謙同意可以繼續討論，但（妳）就要先撤回才肯
討論；人家已伸出友誼之手，但你就要人斬斷橄欖
枝」。

工黨主席李卓人聲稱，「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禁
止立法會秘書處增加人手處理該190萬多修例案；又要
求秘書處應「hea」住處理。

經過2個小時爭辯，財會昨日未達成任何結論，稍後

財會將繼續討論。

蔣麗芸：民記拆彈有法

另外，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昨日出席活動時表
示，反對派在財委會提出190萬項修訂「拉布」，預料要
用5年時間處理修訂，但民建聯會有辦法應付「拉
布」：「大家不用怕，有我們民建聯在，我們一定有辦
法拆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立法

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動議修訂立法會財務委員

會議事規則，限制議員「拉布」。反對派各政

黨及政團聲稱，目前議事規則「行之有效」，

反對葉國謙動議。不過，反對派昨日在財會上

親身示範何謂「行之有效」，他們就葉國謙動

議提出逾190萬項修訂，估計需要40年處理，

超過5年表決，涉及額外470萬元開支方能完成

審閱。葉國謙對此表示震驚，認為這進一步反

映目前議事規則「行之無效」，故會繼續堅持

動議修訂。

陳勇倡短期內發牌 增活牛供應商

管免首年學費 搶8大收錄生

羅太：政府無魔術棒 實踐抱負需時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

治祖）近年內
地供港牛隻數
目緊張，令本
港牛肉大幅漲
價。當選新一
屆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的新界
社團聯會理事
長陳勇昨日表示，他計劃在全國「兩會」期間提出建
議，從國家及香港政策層面多管齊下，短期開放牌照增
加更多供應商，中長期從「食物鏈」 手，增加港商參
與內地農業發展，並在有需要時適度介入。他強調，改
善活牛供港只是開始，未來會逐步擴展到其他副食品供
應。

陳勇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透露，當年在內地計
劃經濟下，訂明保障香港供應機制，即以「定向定量」
牛隻南下供港；及後改由供求導向。現時每日供港活牛
僅約60頭至75頭，較往年大幅減少一倍。倘若遇上交通
擠塞，則會直接令活牛供應緊張。

他建議從國家及香港政策層面多管齊下，解決活牛供
港問題，短期措施包括開放牌照，增加供應商；長期則
要增加港商參與內地農業發展，尤其是廣西、湖南及內
蒙，「目前廣西、湖南及內蒙，等同早前的深圳及廣
東，渴望香港資金及人才，更會提高好多優惠政策。香
港農業界應參考疏菜批發商到甘肅種植疏菜，並在農場
加設加工場，直接把牛肉運送到香港售賣」。

同時，他建議推動優質食物計劃，並以更現代化的
「定向定量」積極方式，確保食品優先供港。有需要時，
政府或要適度介入，減省檢疫程序。

何俊賢籲「食物鏈」 手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當前供港活牛大部分
來自內蒙古，運送到廣東省過程經已造成很大損耗。原
先600公斤的牛隻，最終須受到所謂的「骨肉分離」，放
到 面出售的僅剩四成，直接令牛肉大幅漲價。而考慮
到2008年增加豬農供應商，並非可在一年至兩年內有效
解決。他建議未來除了增加供應商外，也要從「食物鏈」

手，初步建議優化「存欄制度」及「買手制度」，具體
細節有待諮詢業界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屋宇署就前政務司司長
唐英年大宅僭建事件向有關人等提出檢控。全國政協常
委陳永棋昨日指，香港有「好多大宅」都有僭建地牢，
大家應淡化「凍處理」。他又透露，香港全國政協於下月
全國「兩會」召開期間，會宴請新任政協唐英年。他又
笑言，與會者99%人都認識唐英年，故不會違反中央新
領導層新作風的號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上場7
個多月來爭議聲不斷，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昨日
表示，香港市民對政府不滿，與樓價高及貧富懸殊
有關。她坦言，自己也不滿意香港現況，但政府沒
有「魔術棒」，像住屋供應問題，當局不可能短時間
內提供大量單位，最重要是今屆政府讓港人看到發
展方向，故自己會繼續支持特區政府。她呼籲社會
各界給予時間，讓今屆特區政府實踐抱負。

羅范椒芬昨日在香港電台節目《星期五主場》暢
談新政府施政表現。她表示，理解香港市民習慣

「即食麵」形式，對解決社會問題「好心急」，可惜許
多問題不能一下子解決；但梁振英施政報告最少給
港人看到長遠方向，故自己支持政府做好工作。她
對政府團隊一心一意為香港努力表示欣賞。

認同張曉明 不袖手旁觀

她又提到，認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各界要積極
參與，不能只旁觀甚或批評。如在立法會，議員理
應用文明語言，否則會十分影響官員的心態，「好
多官員不介意做事，因為做事不會做死人，但激氣
才會死人的」。

被問及特首梁振英大宅僭建事件，羅范椒芬認
為，誠信很重要，個人宗旨是不能講大話，相信梁
振英在大宅風波中並無刻意隱瞞花棚一事，不涉及
誠信問題；但封了僭建空間就等於處理了事件的心
態，則值得商榷。就有人質疑梁振英經常未有交代
問題，她說，最重要是說理清晰，做法合理，並非
事事要梁振英自己公開解釋，強調每個局會就自己

的事問責。
港人與內地融合過程中出現不少爭拗，身為港區

人大代表的羅范椒芬認為，由於香港文化與價值觀
與內地不同，難免影響港人身份認同，情緒有起
伏，加上年輕人對社會狀況不滿，內地人在港觸發
的奶粉、水貨及買樓等問題，也激發香港人保護本
土色彩。不過，她不贊成香港有「港獨」問題，認
為部分年輕人高舉「米字旗」，純粹反映對現狀不
滿，重申與內地融合是現實，特區政府要堅持「兩
制」，維護港人價值觀及生活方式，香港人訴求亦要
優先照顧。

曾主理教育工作的她又指，國民教育是否獨立成
科，她不會堅持，最重要是年輕人認識國家國情，
而非一面唱好或唱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港
自資專上院校競爭激烈，其中 生管理
學院更力推全新學費優惠，以圖爭取8
大資助院校生源，擺脫自資學位「次選」
的既有印象。該校今年9月入學的新
生，每年學費雖微增5%至6.5萬元，但
只要文憑試成績達「54444」，且是放棄
8大資助學位，即可獲免去首年學費。
成績優異者往後3年亦只須繳交一半學
費，4年學位總學費不足10萬元，低於
原價四折，遠較入讀8大4年近17萬元學
費少。該校透露，最快2015年向政府提
出升格為私立大學，但直言或要花6年
至7年時間才能成功。

升格為私大 料需要7年

管昨日舉行新春傳媒午宴，介紹最
新發展計劃。該校署理校長及常務副校
長方梓勳表示，因通脹加劇，教職員薪
金等成本增加，今年9月學位課程學費將
由6.2萬升至6.5萬元，升幅4.8%。不過，
即使加價仍未足以彌補各項開支，預計
來年仍有機會虧蝕。他又指，期望最快2
年後向當局提出升格為私立大學，但預
計可能要6年至7年後才能成功。

新學年 管收生額將與去年相若共
1,000個，學位及副學士分佔800及200
個。商學院院長蘇偉文指，為提高今年
收生質素，該校將推出學費優惠計劃，
新生只要文憑試4個核心科及1個選修科

達 「 5 4 4 4 4 」
或以上，同時
手持8大資助
學 位 取 錄 通
知，即可免去
首年學費。而
新生往後3年
平均成績積點

（GPA）若獲
3.3或以上，學
費即減半，4年學費僅為原價37.5%。

計劃2014年 開5新商科

對於未來發展， 管計劃2014年開辦
5個新商科課程，包括金融分析、企業
管治及管理學等，各收生約70人，現正
等待學評局評審。至2015年， 管有意
開辦中文課程，之後陸續開辦節目管
理、體育管理等課程。

管創校校長崔康常去年12月提早離
任，方梓勳指，新校長遴選委員會仍在
籌組中，由校董會主席兼任主席，加上
校董會成員及教職員代表共5人，稍後
會再諮詢學生意見。

內地增收生 深廣招20人

另一邊廂， 管有意加強在內地招
生，暫訂目標是深圳和廣州，名額20
人。待明年新宿舍落成後，內地生均可
獲保證首年能住宿。

香港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劉 景 熙 ）

公開大學
昨日舉行
傳媒新春
茶敘，介
紹大學最
新發展。
校長梁智仁昨日指，今年將
新增3個學位課程，包括創
意廣告、動畫及攝影藝術。
該校面授課程現有約6,000
名學生，未來計劃大增四成
至約8,400人左右。由於通
脹及成本上升，該校新學年
各課程學將增加4%。另為
了加強硬件配套，公大早前
在葵涌區斥資近8億元，購
入商業大廈其中5層，設有
課室、特別教學室等，最快
9月入伙。

梁智仁昨日與多名管理層
一同會見傳媒，展示學校發

展藍圖。他指部分市民對公大印象仍
停留在遙距課程上；但該校面授課程
發展迅速，由2001年200多名學生大
增至現時6,000人，希望未來能再增至
8,400人。由於教學成本上漲，公大昨
日宣布，9月起各學位課程平均加價
4%左右。以現時學費平均每年約5萬
元計，加價金額約2,000元。至於教育
局第六輪配對基金，梁智仁稱該校進

度理想，已籌得逾7,000萬元。

遴選新校長 下半年出爐

對於明年初將退休離任，校長梁智
仁指，自己仍未詳細思考去向，或會
去做義工。公大已啟動遴選新校長程
序，最快今年下半年有結果。

何文田校舍 明年初啟用

公大今年斥資7.7億元，在葵興一
商廈購入第八層至十二層，總面績約
1.2萬呎，用作商學院及李嘉誠專業
進修學院課室，當中包括特別教學
室，如模擬機艙、酒店房間等，最快
9月完成裝修入伙。至於何文田忠孝
街新校舍，目前已完成25%，預計最
快明年初啟用。

早前約滿離職、負責課程發展的
前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張國華，
昨日亦宣布重投大學界，以公大候
任教育及語文學院院長身份參與茶
敘。他將在下星期一上任。2009年加
入教育局前，他任職港大教育學院
助理教授。

陳永棋倡「凍處理」僭建

公
大
學
費
加
4%
葵
涌
校
舍
9
月
入
伙

■方梓勳表示，今年9

月學位課程學費加價。

劉景熙 攝

■公開大學

舉行傳媒新

春茶敘，右

四為校長梁

智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景熙 攝

■陳勇(左)和何俊賢(右)為香港活牛供應

提建議。 鄭治祖 攝

■葉國謙表

示，對反對

派議員提出

近200萬項

修訂感到震

驚。

彭子文 攝

■吳邦國考察了澳門世界文化遺產保育情況，一行抵達大三巴牌坊，在牌坊前合影留念。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