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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胡錦濤昨日會見了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

連戰一行。此次「胡連會」可視為兩岸關係10年發

展的成績總結，凸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第四

代領導人以大智慧、大決心、大魄力推動國共合

作，為兩岸關係發展實現歷史性的突破。8年前的

「胡連會」開啟了兩岸關係發展的新時代，永載史

冊。展望未來，相信以習近平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

領導層同樣能高瞻遠矚，以高度的智慧和魄力，在

兩岸政治協商上取得新進展、新成果，為深化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胡錦濤主政10年，兩岸關係由陰霾密佈逐步走向

陽光燦爛。2005年是「台獨」勢力最為猖獗的時

候，大陸果斷地修正對台政策，以「軟的更軟、硬

的更硬」策略應對複雜局面，一方面制定反分裂國

家法，從法理上維護了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令

「台獨」勢力再不能肆無忌憚地鼓吹煽動分裂行徑；

另一方面，毅然邀請當時在野的國民黨主席連戰訪

問大陸，實現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胡連會」，雙方

共同發表了5項願景，使兩黨高層建立政治互信，

隨後更邀請台灣泛藍陣營訪問大陸；同時積極向台

灣輸出「利好」，特別照顧台灣中小企業、特色產業

和基層群眾利益，尤其是中南部群眾利益，並協助

在大陸的台資企業轉型升級，擴展大陸內銷市場。

正因為胡錦濤採取溫和務實的對台政策，開啟了兩

岸關係有效溝通、坦誠交流的新局面，為國民黨重

新執政營造有利形勢，更為日後的兩岸交流和發展

奠定堅實基礎。

如今兩岸已經實現「三通」、簽署了18項協議，

經貿、文化、教育、旅遊等領域交流合作達到空前

水準。兩岸人民都享受到兩岸關係改善帶來的福

祉，台灣同胞增進了對中華民族的認同，認識到兩

岸血濃於水的紐帶不容切割破壞。此次連戰訪問大

陸，先後與習近平、胡錦濤會面，受到海內外媒體

的高度關注，更被解讀為堪稱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

里程碑，具有承先啟後的重大歷史意義。

隨 兩岸關係深化，未來兩岸政治對話與談判是

必然的議題。「胡連會」開啟了國共兩黨交流的新

局。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對台經驗豐富，一定

能延續2005年首次「胡連會」的精神，以大智慧大

決心大魄力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全面推進兩岸

各方面更頻繁深入的協調溝通，促進兩岸從官方到

民間的政治互信，在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

達成兩岸和平協議等重大議題持續進行探討，累積

共識，突破影響兩岸關係深化發展的瓶頸，開啟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篇章。

(相關新聞刊A6版)

埃及發生涉及本港旅行團釀成19人死亡

的熱氣球慘劇，9名參加「勝景遊」的團友

昨晨自費搭載一個熱氣球升空觀看日出時

發生火警爆炸，連同10名外國遊客死亡。

今次是全球最嚴重熱氣球慘劇，當局需全

力協助死者家屬處理後事，密切聯繫當地

政府，盡快善後。現時本港不少旅行團行

程涉及高危旅遊活動，當局需汲取教訓，

規管本港含有高危行程的旅行團，羅列全

球相關活動並制定組團指引，保障團友安

全，旅行社亦需加強危機管理，及早說明

風險，提高團友安全意識，避免樂極生

悲。

今次慘劇涉及本港3個家庭。中央政府高

度重視，外交部派出一位副司長帶領小組

迅速前往埃及，中國駐埃及大使館成立危

機小組，派出官員為遇難港人家屬提供協

助，本港入境事務處亦即時派員趕往當地

處理事件。由於遇難者家屬需處理運送遺

體或骨灰回港以及申領賠償等問題，政府

各部門須加緊跟進，了解家屬需要，提供

適切支援，做好善後。

慘劇教訓說明，當局需加強本港旅行社

組團時涉及高危旅遊項目的監管工作。事

實上，熱氣球活動是高危旅遊項目，多個

國家及地區均把熱氣球列為冒險飛行活

動，操作員需領牌，但是一般旅行社介紹

熱氣球項目時，往往強調項目特色，忽略

其潛在風險，易令旅客鬆懈。除熱氣球

外，現時部分旅行團行程還包括浮潛、笨

豬跳等風險高的遊樂項目，由於一些旅行

社安排這類高危活動可抽取較高回佣，往

往忽視風險誘使團友參加。針對本港旅行

社缺乏高危項目行程安排準則，旅遊事務

署及旅發局等部門應羅列全球涉及高危活

動的旅遊項目和安全等級，制定包括年

齡、疾病、當地項目安全要求等細則，加

強保障旅客安全。

旅行社今後需加強高危項目危機管理，

全面檢查當地公司的營運情況和安全措施

是否符合要求，充分評估旅遊活動中可能

發生的危險，也有責任向旅客講解清楚風

險，進一步提高旅客安全意識，讓旅客及

早判斷是否適合參與，衡量風險，以免即

場參與時倉卒決定，忽略潛在危機。

(相關新聞刊A2、A3版)

開啟兩岸關係新時代 「胡連會」永載史冊 規管高危旅遊 保障團友安全

預算案今出爐 全民共享成果
庫房「水浸」600億元 退稅補助注資關愛基金

政黨異口同聲：扶基層助中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限
制奶粉出境的新法例將於兩日後實
施。隨 農曆十五過去，水貨集團隨
即發動最後攻勢趕尾班車，趁新例生
效前將本港奶粉運往內地。有北區藥
房店東表示，近日發現有懷疑水貨客
搶購奶粉，令北區出現供不應求的情
況。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強調，兩
地海關合作的恆常機制來打擊走私活
動持續，不會有所鬆懈，而在新例實
施前或後，亦會用同一態度和力度來
處理事件。

早前行政會議正式通過修訂，限制
攜帶嬰兒奶粉出境數目的《進出口

（一般）規例》，兩日後實施，引發水
貨集團為急趕尾班車，將大批囤積的
奶粉運往內地，務求在新例生效前清
盡存貨賺盡金錢。有水貨客繼續沿用
羅湖、落馬洲口岸走水貨，但最終遭
內地海關展開大規模截查行動扣查。
羅湖關口前日截查逾千名水貨客，檢
獲大批奶粉及電子產品。

黎棟國：增檢查防汽車走私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離開廣州前
往深圳作春節拜會前，會見傳媒時強
調：「如果違反香港法律的行為，無
論在哪個地點海關都會進行大力打
擊。我們不會把執法注意力只放在陸
路口岸，不過，陸路口岸人流集中比
較多，所以各位注意力都放在那
裡。」他表示，當局一早料及，當有
水貨客發覺陸路口岸檢查更嚴密時，
便會轉移使用汽車通道走私奶粉進入
內地，因此，執法部門在汽車通道中
增加檢查打擊走私活動。他續指，兩
地海關合作的恆常機制來處理走私水
貨客問題是持續的，不會在某時、某
節而有所鬆懈，在新例實施前或後，
當局亦會用同一態度和力度來處理事
件。

北區的水貨活動恢復活躍，本身在
北區開設藥房的藥業商聯盟羅俊昌，
昨日出席一項嬰兒食物與營養產品發
布會時指出，近兩日發現懷疑水貨客
搶購嬰兒配方奶粉，「在5分鐘內，
有10幾人相繼出現，聲稱要購買一、
兩箱同一牌子同一號碼的嬰兒奶粉，
情況令人懷疑買家購買奶粉並非自
用，令北區的藥房常出現間歇性缺

貨。」雖然普遍市面上的奶粉供應日漸穩定，但北
區仍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有藥房投訴某幾種牌子
的嬰兒奶粉的供應數量少，每星期每種型號的奶粉
最多只獲供應2箱(24罐奶粉)。而供應商回覆查詢時
則指：「我們希望盡量分配好少少」。

業界指新例無阻水貨活動

現時，本港奶粉的售價約每罐280港元，轉售內地
則可抬價至350元人民幣。對於港府新修例可減少水
貨活動之說法，羅俊昌則不敢苟同，「本港奶粉在
內地有市有價，而人民幣兌港元勢強仍是吸引因
素，即使水貨集團多派人手走水貨令成本增加，但
亦會因內地人購買力強，店舖只需抬高奶粉售價便
可彌補成本上漲」。香港藥劑專科學院院長鄭綺雯昨
日表示，坊間的嬰兒奶粉均通過國際標準，營養價
值差不多，故建議家長可為新生嬰兒選擇供應較穩
定的奶粉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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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傳，特區政府庫
房本年度會有數百億元的盈餘，各政黨普遍要求今日
公布的新年度財政預算案，應善用盈餘，推出多項紓
緩基層市民生活壓力的措施，包括電費及水費補貼，
及為中產人士提供稅務優惠，包括退稅等。

民建聯10大訴求 工聯倡回購東西隧

民建聯早前就財政預算案提出的10大訴求，包括寬
減各項稅務，如免75%薪俸稅和提高個人免稅額；寬
免全年差餉、免公屋租金兩個月和設立居所租金扣稅
額；提供電費補助、發放額外1個月綜援及傷殘津
貼、發放額外1個月長者生活津貼及兩個月高齡津貼
等。

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早前則要求特區政府善用財
政盈餘，回購東隧及西隧，改善過海隧道交通分流。

經民聯促紓困 新民黨籲育本地優才

經濟民生聯盟建議政府在庫房有盈餘下，推出系列

利民紓困措施，扶助各階層市民，特別是中產及中小
企，故建議當局退還薪俸稅及利得稅75%，以1.2萬元
為上限、提高子女免稅額20至30%，並推出支援子女
教育措施，並繼續推出免差餉、電費補貼、綜援出雙
糧等措施，延續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優惠，以及出
口信用保險局有關扶助中小企的措施。

新民黨則提出要求當局撥款17億元成立「本地優才
計劃」，讓本地優才到全球學府修讀最優秀的課程，
每年提供約50個學士名額及25個碩士名額，透過計劃
長遠為香港培育優才，鼓勵香港莘莘學子追求卓越，
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西九新動力挺派糖 教聯冀妥規劃教育

西九新動力則建議推出長遠的派糖措施，包括額外
發放一個月綜援及生果金、公屋免租兩個月、向中產
提供稅務優惠，包括推出子女教育開支扣稅措施，以
及設立不少於3億元的青年創業基金；勞聯社會事務
委員會促請預算案，正視時下香港青年面對的各種生

活問題，及促進青年向上流動，並為這兩方面提出相
應措施，要求政府寬免學生資助計劃下，貸款及免入
息審查貸款首5年的利息；鼓勵在職進修，增加持續
進修基金的資助額。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早前亦提出建議，要求政府規
劃未來4年教育開支，確保經費用得其所，但短期內
應加大對各項目的撥款資助，如檢討學券制、支援包
括直資學校的融合生、全面推行一校一行政、注資200
億元予「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等，以優化香港教育。

民主黨要求政府應繼續提供電費補貼、公屋免租兩
個月、多發放1個月綜援金，及提高免稅額等，長遠
措施方面，政府應設立醫療保險扣稅制度，減輕公立
醫院服務負擔。工黨要求增加200億元經常性開支，
以提供長遠紓解民困的社會政策。新民主同盟則認為
應推出更多長遠策略，包括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等。公
民黨就要求為輪候公屋超過3年仍未獲分配公屋的市
民，提供租金津貼，並為基層租戶提供不多於3.6萬元
的租金免稅額，以解燃眉之急。

曾俊華今日上午11時會向立法會宣
讀2013年至2014年度財政預算

案，電子傳媒屆時將現場直播。隨後，
他會於下午3時半舉行記者會，並於晚
上7時出席由電視台聯合製作的《財政
預算案論壇》。在曾俊華發表財政預算
案後，演辭文本和簡介財政預算案重點
的單張於當日下午約1時15分至7時，在
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20個諮詢服務中
心，及政府新聞處新設於金鐘添馬政府
總部行人天橋入口的櫃台派發，先到先
得，派完即止。

記者會及論壇情況均會在電視台及電
台播出。市民並可透過財政預算案網頁

（www.budget.gov.hk）同步收看曾俊華
宣讀財政預算案的現場直播、舉行記者
會及出席相關節目的情況。

曾俊華明日上午8時又會出席電台聯
合烽煙節目「財政司司長熱線」，解答
市民有關預算案的提問。

退稅萬元 增子女免稅額

據悉，為回應社會不同階層對紓困措
施的訴求，預算案將在薪俸稅及利得稅
退稅，回饋納稅人，但預料退稅上限會
下調，由上年度預算案的1.2萬元減至
最多1萬元。消息解釋指，當局在上個
財政年度已提升多項稅項的免稅額，為
免進一步收窄稅網，故新一個財政年度
只會酌量增加子女免稅額，並估計增幅
可觀，而薪俸稅基本免稅額、父母免稅
額則不會增加。

同時，擁有物業的市民繼續享有差餉
寬免4季，但為更針對協助擁有中、低

價樓業主，每戶每季差餉寬免上限將降
至2,500元以下。

為對抗通脹，有消息指，政府會連續
第三年推100億元的通脹掛 債券

（iBond）。

「長津」綜援生果金出雙糧

針對基層對紓困措施的訴求，據了
解，預算案會繼續有多項措施，包括電
費補貼、公屋免租兩個月、綜援及生果
金「出雙糧」，而在4月正式實施的「長
者生活津貼」，據了解亦會「出雙糧」，
據悉，將會是新一份預算案中最大的紓
困亮點。

關愛添百億扶貧 助N無人士

為照顧非公屋住戶、不用交稅及領綜
援的「N無人士」，消息稱，政府會向
關愛基金再注資100億元，也是新年度

預算案中其中一項獲得最多撥款的基
金，有關撥款會由扶貧委員會具體研究
如何分配。

據悉，因應梁振英推出的長者生活津
貼、長者醫療券金額倍增、放寬鼓勵就
業交通津貼申請資格、以及優化長者與
殘疾人士兩元乘車優惠等惠民措施，消
息指來年度的經營開支增幅將顯著上
升，並高於今年的實質經濟增長和通脹
率。在非經營開支方面，包括適度寬免

薪俸稅和差餉、加推電費補貼、公屋免
租、綜援、生果金及長津「出雙糧」
等，並有多項一次性開支，包括落實施
政報告提出向環境及自然教育基金注資
50億元的建議、向關愛基金注資近100
億元、向「語文基金」和「僱員再培訓
基金」注資，用以資助有助提升市民語
文能力的各項計劃等，連同經營開支顯
著增加，預計來年度的綜合政府開支將
繼續高於本地生產總值(GDP)約兩成。

曾俊華今明兩日行程
今日（2月27日）

11:00  曾俊華向立法會宣讀2013年
至2014年度《財政預算案》

15:30  曾俊華出席財政預算案記者
會

19:00  曾俊華出席由電視台聯合製
作的「財政預算案論壇」

明日（2月28日）

08:00  曾俊華出席電台聯合烽煙節
目「財政司司長熱線」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今日會在立法會

發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近日多項消息均預期庫房「水浸」，今年度

財政盈餘將高達600億元。據悉，新年度預算案會強調保持審慎理

財、量入為出及應使則使的原則，並會配合特首梁振英「適度有為」

的施政理念，強調全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包括薪俸稅及利得稅退

稅、寬免差餉，向市民提供電費補貼、公屋免租兩個月、綜援及生果

金「出雙糧」，及向關愛基金注資100億元等，而在4月正式實施的

「長者生活津貼」亦會「出雙糧」，或成預算案中最大的紓困亮點。

■曾俊華今日發表財政預算案，據悉強調全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將會實施退

稅、派糖等。 資料圖片

■據悉預算案會宣布4月實施的長者生活津貼「出雙糧」。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