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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昨日率領3人
代表團一連兩日訪問珠海，訪問期間，曾偉雄主
持一個座談會，向珠海市公安局的高層人員講解
企業管治之道，就如何管理香港警務處這一個龐
大機構，向珠海市公安人員分享經驗及交換意
見。此外，曾偉雄(上圖左)亦與珠海市公安局局
長張強會面，並向他致送紀念品。鑑於港珠澳大
橋將於2016年竣工，屆時內地與香港兩地的往來
愈見頻繁，兩人會晤時，特別探討兩地打擊跨境
犯罪活動的各種可行措施，以及所帶來的新機
遇。雙方同意加強合作，迎接新挑戰。

曾偉雄率團訪珠海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主席劉
慧卿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稱，中央政府拋出「愛
國愛港」的特首條件完全無問題，但由於法律無
法規定「愛國愛港」人士才能參選行政長官選舉，
因此，中央政府有需要清楚交代何謂與中央對
抗，「中央拋出『愛國愛港』無問題，我劉慧卿
與何俊仁就最『愛國愛港』，有邊個唔係？但他(喬
曉陽)講得即係我 唔『愛國愛港』，否則為何廿
幾年無回鄉證？究竟支持國家有民主、有法治、
有自由，甚至結束一黨專政亦非共產黨會滅亡，
這又是否對抗中央？究竟對抗中央是何等層次？」

被問到會否支持「佔領中環」，劉慧卿聲稱，民
主黨黨團、中委會及常委會已經先後反覆討論，
當中絕大部分表示同意及支持，並計劃召開特別
黨大會公開辯論，畢竟「佔領中環」是違法，民
主黨亦不會命令會員參與，但現階段是不排除公
民抗命包括「佔領中環」，並揚言「我自己當然會
參與，老實講，我驚都未驚過，但『佔領中環』
亦要和平理性進行，以癱瘓中環表示香港人忍無
可忍⋯⋯民主黨基本原則是贊成商討談判」。

自稱最「愛國愛港」
劉慧卿揚言違法「佔中」

吳康民：除官僚貪腐權貴集團需長期艱巨鬥爭 公眾莫太心急

習李夷平「三座大山」先易後難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昨日舉辦「吳康民論『習
李新政』」講座，該會榮譽會長吳康民分享對

「習李新政」的展望。吳康民表示，「習李新政」面對
「三座大山」，分別是鋪張浪費官僚主義、貪污腐敗和權
貴集團利益，這「三座大山」妨礙中國政治改革，造成
了社會多方面矛盾深化。他指出，群眾固然希望習、李
三帆並舉，將三座大山通通推翻，但實際上並不容易。

盼國家領導持之以恆

吳康民表示，他相信新領導班子對夷平三座大山的難
度心中有數，會先易後難，首先推翻鋪張浪費官僚主
義，從習近平甫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就提出八項規定就
可見一斑。「舊時我們去到北京開會，食到你滯晒，公
家宴會、私人宴會交錯一起，這一點今年(「兩會」)有改
革。」他指出，改革官員作風在社會上得到群眾支持，
但不代表容易解決，今日雖然表面上看來有點成績，但

工作畢竟只是剛剛開始，他希望國家領導層持之以恆，
用3至7年時間將鋪張浪費官僚主義這座大山移走。

至於第二座大山貪污腐化，吳康民指這個問題比官僚
主義更難解決，需要長期艱巨的鬥爭：「大家都知道貪
污腐敗在我們中國的普遍性，特別在中下層，貪污腐敗
的官員是多數，清廉自守的是少數，這個情況多嚴
重。」對於習近平提出反腐要老虎蒼蠅一起打，吳康民
坦言老虎蒼蠅都難打：「老虎大隻會咬你，所以當然
難。但蒼蠅很多，多得你防不勝防，打了這隻，那邊又
飛來四隻。」

倡要有愚公移山精神

吳康民還表示，權貴集團利益是最高、最堅固的大
山，很多「富二代」、「太子黨」權財結合情況普遍，
佔領了很多要津，形成為一座非常牢固的大山。「剛才
說的那兩座，打之不盡但都可以去打，第三座你說要打

之前也要想一下：『這座山頭是誰的，你打得下嗎？』」
他認為，習、李要推翻三座大山相當費勁，要有愚公

移山的精神，但他強調不應該因此而向新領導層潑冷
水，反而應該寄望習、李至少將大山銼平成小山丘：

「我認為對『習李新政』既要寄予期望，又要加以推
動，但不要過分心急⋯⋯或者習、李這一代人未必能夠
完成推倒這三座大山的任務，希望一代一代繼續下去，
只要這座山頭不要累積更多泥沙堆得更高，我們的國家
還是有進步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上月正式就任，全國人民

翹首期待新一屆國家領導層於未來10年帶領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

團長吳康民認為，「習李新政」面對鋪張浪費的官僚主義、貪污腐化、權貴集團利益「三座大

山」，要推翻剷平極之困難。他認為，公眾對習李新政「既要寄予期望，又要加以推動，但不要

過分心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香港世界宣明會及叱
903主辦的「饑饉三十」，昨日假香港仔運動場舉行，約
4,200人透過饑饉30小時感受世界上饑餓的痛苦，為解決饑
餓問題而努力。蒞臨主禮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致辭時
說，現時香港可說是相對富裕的地方，但貧窮現象並沒有
離開，社會貧富懸殊問題仍然相當嚴重，好多小朋友更是
處於貧窮境界，由於問題不僅是溫飽，還是機會、希望以
及公義的問題，扶貧委員會面對香港的扶貧工作，亦較處理
饑餓問題還要複雜，深信大家齊心一致定能做出一些成績。

4,200人「饑饉三十」感受饑餓

踏入第30個年頭，「饑饉三十」今年以「Love Never
Fails」為主題，與約4,200名營友透過饑饉30小時感受世界

上饑餓的痛苦，匯聚更強大的助人力量，並於昨日舉行開
幕典禮，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李慧 、葛珮帆，以
及新民黨立法會議員田北辰等亦有出席，又即場匯報過去
30年全球饑餓情況及努力成果。

林鄭月娥致辭時說，現時香港說是相對富裕的地方，但
社會貧富懸殊問題仍然相當嚴重，好多小朋友更是處於貧
窮境界，深信只要大家抱有參加「饑饉三十」的精神齊心
一致，為 公義為 解決香港面對的社會問題，定能做出
一些成績，「我們或許並不時常記起捱餓的感覺，但貧窮
的現象並沒有離開我們，社會的貧富懸殊問題仍相當嚴
重，恐怕我們在面對香港的扶貧工作時，較處理饑餓問題
還要複雜」。

就近日內地接連爆發人類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林鄭
月娥亦趁機作出「小呼籲」，她叮囑大家要緊記勤洗手，
不好觸摸經過的雀鳥及飛禽，又說抗疫工作儼如扶貧，同
樣需要大家的齊心協力，好讓大家時常生活在一個安全及
快樂的社會。

林鄭：扶貧比處理饑餓更複雜

■林鄭月娥與參加「饑饉三十」的小朋友在一

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舉辦「吳康民論『習李新

政』」講座，榮譽會長吳康民與大家分享對「習李新政」

的展望。

山東納稅榜首 勝利油田蟬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騰訊、京東、敦
煌網等國內電商近日聚集中國（深圳）電子商務發展論壇，
記者獲悉，深圳今年電子商務交易額有望突破7千億元。

目前，深圳80%以上的大型企業、半數以上的中小型企
業，已通過各類網站開展電子商務業務。據不完全統計，去
年深圳市電商企業超萬家，大部分為電子商務應用企業，電
子商務服務平台類企業超過5、6百家。同時，全市共有14個
電子商務產業園，超過1,000家互聯網企業入駐，許多細分
領域湧現出龍頭企業。預計今後深圳電子商務總體交易額增
長率將穩定保持在25%以上，今年有望突破7,000億元。

寧波口岸玩具出口增三成

深圳電商交易望破7千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 杭州報道）據寧波海關統計
數據，寧波口岸今年前兩個月出口玩具1.2億美元，同比增
長32.2%。在出口玩具中，智力玩具高居榜首，出口3,775.3
萬美元，同比增長40.8%。其中，新興市場出口勢頭強勁，
對俄羅斯出口598.2萬美元，增長48.9%；對東盟出口286.1萬
美元，增長62.6%。

另外，6月10日開始，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CPSC）將
要求玩具製造商從CPSC認證實驗室獲得第三方認證，以證
明產品符合新安全標準。為此，海關建議相關企業密切跟蹤
標準，防患於未然。

三門峽果汁出口量增八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付芳 綜合報道）來自河南省三門峽

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消息，截至3月31日，經該局檢驗合格放
行的濃縮果汁達到9,386.52噸，貨值1378.55萬美元，同比分
別增長81.64%、29.38%，實現三門峽果汁出口首季開門紅。

受某大型國際飲料企業飲品中檢出致癌物質影響，加之國
際經濟不景氣，國內原料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三門峽出入
境檢驗檢疫局主動提高出口產品通關效率；執行檢驗檢疫費
減免政策；幫助企業用足用好原產地優惠政策；提升食品質
量安全水平；幫助企業進行國外產品註冊，破解國外「認證
壁壘」等。

吉林市在滬設館賣農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艷利 報道）據媒體報道，吉林市

政府與吉林省政府駐上海辦事處日前在上海簽署合作經營上
海國際農產品展示直銷中心吉林館協議。該協議的簽訂，為
該市農產品走向國內外市場、促進農民增收開闢新途徑。

上海國際農產品展示直銷中心吉林館投入運營後，將成為
吉林市水稻、玉米、木耳、核桃、肉、禽、蛋、雜糧等特色
農產品走向國內外市場的平台。據悉吉林市政府將承擔該市
農產品生產加工企業進館經營的進場費、承租費、管理費以
及物業等費用。

鄭州扶持建設航空港經濟

據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12年
底，中國共有27個省(市/區)的

51個城市先後提出54個航空經濟區的
規劃和設想。3月7日，國務院正式批
覆《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發展
規劃（2013-2025年）》，這是內地首個
上升為國家戰略的航空港經濟發展先
行區。

國務院批覆登「國家戰略」

在4月3日的發佈會上，國家發展和
改革委員會地區經濟司司長范恆山表
示，規劃建設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
驗區是國家立足發展需要，經過深思
熟慮統籌研究做出的重大決策。

河南省省長謝伏瞻在發佈會上介紹

到，鄭州之所以能在這麼多申報城市
中脫穎而出，是因為其有 獨特的優
勢。首先是區位優勢，鄭州地處內陸
腹地，適宜銜接東西南北航線，有利
於輻射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
渝等主要經濟區。另一方面，鄭州市
是全國鐵路網、高速公路網的重要樞
紐，陸空銜接更高效。再者，鄭州機
場貨郵吞吐量增速居全國主要機場前
列。

鄭汴一體化區域核心部分

按《規劃》，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
實驗區是「鄭汴一體化區域的核心組
成部分」，包括鄭州航空港、綜合保
稅區和周邊產業園區。到2025年，鄭

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航空貨郵吞
吐量達到300萬噸左右，躋身全國前
列；建成進出口額達到2,000億美元的
現代化航空都市；與航空關聯的高端
製造業主營業務收入超過10,000億元
人民幣。

謝伏瞻表示，為加快鄭州航空港的
建設，政府將加大政策支持和強化組

織實施。國家將在口岸通關、航線航
權、財稅金融、土地管理、服務外包
等方面給予實驗區政策支持。具體
細則正在進一步的制定當中。他
說，建設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
區是河南的機遇，也是全國和世界
的機遇，冀望加強與境外大型國際機
場的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戚紅麗、駱佳 北京報道）國務院新聞辦

日前組織召開「中原經濟區發展暨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發展

規劃」新聞發佈會，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正式上升為國家戰

略。此前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河南省政府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

論壇2013「中原之夜」活動上，河南省委書記郭庚茂就已經向參

加活動的世界500強企業推介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于永傑、董

洋 山東報道）山東
省國稅局、地稅局
聯合發佈2012年山
東 納 稅 百 強 排 行
榜，中石化勝利油
田分公司、山東中
煙工業有限責任公
司分別以239億、
189億元（人民幣，
下同）納稅額，連
續四年分別排名榜
單前兩名。

據了解，納稅百強企業2012年共繳納稅款2,121.2億
元，較上年增長12.41%，佔山東全省稅收總收入
31.23%。其中，兗礦集團、魏橋創業集團、青島啤酒
等8家香港上市公司榜上有名。此外，上榜的香港上

市企業還有中國重汽集團、山水水泥集團、招金集
團、威高集團以及晨鳴紙業集團。

山東省國稅局總審計師孫德仁向媒體發佈，山東省
2012年稅收收入完成7,331.6億元（含青島）。在百強企
業中，24戶企業年納稅額超過20億元，年納稅1,445.3
億元，佔百強納稅總額68.14%，保持稅收集中度高、
稅額落差大的特點。其中，上市公司納稅額增長較
快，29戶上市企業上榜，繳納稅款1,001.2億元，增幅
快於全省和百強稅收平均增幅。

納稅百強 國有企業主導

從所有制結構看，公有制企業佔據主導地位，排行
榜前30家企業中，有27戶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年納
稅1488.8億元，佔納稅總額的70.19%。非公企業稅收成
為短板，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的企業上榜13戶，減少4
戶，年納稅149.6億元，下降18.61%，減少34.2億元。
泰開集團有限公司等2戶私營企業上榜，與上年相比減
少1戶，年納稅13.6億元，下降18.56%，減少3.1億元。

■山東省國稅局總審計師孫德

仁。 記者于永傑 攝

■「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發展規劃」新聞發佈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歐陽舒楠 瀋陽 報道）

香格里拉酒店集團投建的瀋陽香格里拉大酒

店即將在夏季開業，成為該集團繼瀋陽盛貿

飯店後在瀋陽開設的第二間酒店。集團為此

日前舉行首場專場招聘會，累計收到1,500餘

份簡歷。

香格里拉瀋陽招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