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府昨日
正式公布，行政長官梁振英已接納司法人員
推薦委員會的推薦，任命現職高等法院上訴
法庭法官霍兆剛，和現職終審法院常任法官
陳兆愷，由今年10月21日起分別擔任終審法
院常任法官和終審法院非常任香港法官，並
會在徵得立法會同意後，根據《基本法》第
八十八條作出任命。梁振英形容，霍兆剛為
傑出律師，在處理民事（包括憲法）案件及
刑事案件方面經驗豐富，並在司法界地位尊
崇，享負盛名，「我深信他將會對終審法院

作出重大貢獻」。
《基本法》第九十條規定，終審法院法官的

任命，須由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的同意而作
出。當局將會為有關的任命徵求立法會同意。

陳兆愷退休任非常任法官
對於陳兆愷退休後出任為非常任香港法

官，梁振英表示，陳兆愷是一名才能卓越及
秉持正直的法官，並致力於推廣在司法程序
中使用中文，更於2000年獲晉升為終審法院
常任法官，並具有豐富的司法經驗，將會令

非常任香港法官團隊更鼎盛。梁振英稱：
「我相信他出任終審法院非常任香港法官，將
繼續對終審法院大有貢獻。」

同時，梁振英亦已接納司法人員推薦委員
會（推薦委員會）推薦，任命施覺民和甘慕
賢為終審法院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
官，並會在徵得立法會同意後，根據《基本
法》第八十八條作出任命。他指出，施覺民
和甘慕賢的地位崇高，享負盛名，深信他們
將對終審法院大有貢獻。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昨日通過司法機
構發表新聞稿，歡迎梁振英接納司法人員推
薦委員會的推薦，任命4位終審法院法官。他
知悉政府當局將會為有關推薦任命徵求立法
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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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首破大倉 檢逾4噸奶粉
市值110萬 2主腦落網 打擊「走粉」見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杜法祖）海關繼

日前連破3個走私奶粉

集團後，昨日再接再

厲，在上水一座工業

大廈，首次破獲走私

奶粉集團的大型奶粉

貯存倉，檢獲共逾4噸

配方奶粉，市值110萬

元，7名本港男女，包

括兩名集團主腦被捕

扣查，海關指連串行

動已有效壓制走私奶

粉活動，但仍會繼續

透過不同層面加強打

擊。

破獲的大型奶粉貯存倉由一個走私奶粉集團
操控，被捕的兩名主腦主要在上址負責安

排及供應配方奶粉給水貨客，水貨客每次攜帶
兩罐、甚至多達6罐奶粉闖關走私往內地。另外
被捕的2男3女屬該集團聘用的水貨客。兩名主
腦稍後將被控以協助運送禁運物品罪，若定罪
最高可監禁7年和罰款200萬元。

分頭行事 關口工廈齊行動

海關於早前根據情報收集後，昨日監視該走
私奶粉集團位於上水一座工業大廈內的大型奶
粉貯存倉，其間目睹多名水貨客各提取多罐奶
粉後，關員一直跟蹤水貨客至羅湖邊境管制
站，待他們企圖闖關時即逐一截查，結果共揭
發5人分別非法攜帶多罐配方奶粉過關往內地，
全部共重22公斤，部分人證實已即日來回粵港
兩地多次。與此同時，另一批關員於該座工業
大廈採取行動，拘捕兩名主腦男子，並在單位
內檢獲4,050公斤配方奶粉，且不排除稍後會有
更多涉案人士被捕。

海關有組織罪案調查科特別調查第一組指揮
官陳子達表示，行動中檢獲4,072公斤配方奶

粉，市值超過110萬元，並是海關首次破獲走私
奶粉集團的大型奶粉貯存倉。他續稱，自於上
月1日執行「限奶令」後，已成功破獲488宗走私
奶粉案，拘捕500人，強調連串行動已有效壓制
走私奶粉活動，海關仍會繼續加強人員於各邊
境口岸，堵截該種以「螞蟻搬家」形式偷運奶粉
的活動，並會進行情報收集及跟蹤，主動出擊，

從供應鏈源頭掃蕩有組織的走私奶粉集團。

主動出擊 掃蕩供應源頭

上周五及上周六(本月5日及6日)，海關亦一連
兩日於羅湖及落馬洲支線口岸破獲3個走私奶粉
集團，更首度在上水港鐵站附近，破獲一個利
用客貨車載滿奶粉四處派貨給水貨客的流動

倉，共拘捕10名港人男女，檢獲110罐市值1.75
萬元的配方奶粉。陳子達指，破獲的4個走私集
團並無關聯，而昨日搗破的集團以奶粉數量計
明顯更具規模，聘用的水貨客人數亦較多。至
於走私奶粉活動主要集中於上水，他指是因取
貨、分貨成本低，故相信區內很多工業大廈已
被利用作奶粉貨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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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政府早前暫緩提交新《公司條例》
中，有關限制公眾人士查閱公司
董事個人資料安排的附屬法例，
以回應社會上部分質疑聲音。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昨日
於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上表
示，為令新《公司條例》可以如
期在明年首季生效，會先處理已
無爭議的新《公司條例》的附屬
法例，待新條例實施後提出改良
的新查冊安排。不過，多位建制
派議員狠批，政府遇批評便立場
軟化，更直言反對派在此問題支
持政府是「死亡之吻」，強調保護
私隱是政府責任。

石禮謙：反對派獻「死亡之吻」

建制派議員昨日於會上，幾乎
一面倒狠批陳家強有關暫緩處理
新《公司條例》中，有關限制查
冊新安排。經民聯議員石禮謙強
調，保護私隱是政府責任，「當
反對黨支持你，就是死亡之吻，
特區政府要小心處理」。保險界議

員陳健波亦批評，現有查冊制度
明顯是一漏洞，明白現在政治氣
氛是要處理反對氣氛，亦同意有
正當查冊的需要，但「無理由吵

你，就兩套標準，希望你做返

個堅強的陳局長」，他認為政府可
以在實施新《公司條例》後，便
擱置這個部分。

陳鑑林：民主黨雙重標準

民建聯議員陳鑑林亦要求，特
區政府必須在保障私隱和公開透
明度要有平衡，「現有公司條例
有一漏洞，因傳媒抨擊，政府就
要優化制度，實質上是立場軟化
的制度」。

他又質疑民主黨以公司註冊，
但至今仍然不願公開黨員資料，
是講一套做一套。

陳家強：先實施再傾查冊

陳家強回應指，現時政府的目
標是在2014年第1季開始實施新條
例，因此會先處理無爭議性的

《公司條例》的附屬法例。至於改
良新查冊安排，當中涉及複雜的
法律、私隱及執行問題，難以在5
月前解決所有問題，並將建議納
入附屬法例內，會待新《公司條
例》實施後才處理有關新查冊安
排的事宜。

他表示，優化的新查冊安排必
須是一套清晰、可以平衡個人私
隱和知情權的制度，未來會再與
持份者討論做法。

高永文今赴星衛生峰會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今日將前赴新
加坡，出席世界衛生高峰會亞洲論
壇。會議於4月8日至10日在新加坡舉
行，今屆的主題為亞洲區醫療衛生的
可持續發展。

與會的亞洲區衛生官員及高層政府
人員將為人民健康對區內經濟的影
響、醫療融資、醫療科技的研發，以

及區內人民的健康風險等議題交換意
見。

高永文是應新加坡衛生部長顏金勇
的親自邀請出席是次會議，並將於今
日傍晚舉行的亞洲部長小組討論環節
上發表專題演講，簡介香港醫療政策
的最新進展。出席高峰會前，高永文
將與顏金勇會面，為雙方共同關注的
醫療衛生事宜交換意見。

免費幼教會成立 冀兩年完成檢討

特首任命4終院法官

CY：其他措施無效才限奶粉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

治祖）行政長
官梁振英出席
博鰲亞洲論壇
期間，接受了
中央電視台訪
問，他在訪問
中回應有關限
制奶粉出口的
問題，強調暫
時未有設立解
除 限 制 時 間
表，並指政府

採取其他措施均無效後，才採取有關限制措
施，未來會檢討下一步的措施。梁振英在訪
問中又說，樓市調控有初步成效，但不排除
日後需要採取更嚴厲的樓市調控措施。

冀穩定零售供應再檢討

梁振英在央視訪問中，被問到奶粉限購是

短期抑或長期措施時表示，本港去年進口的
奶粉，大量從零售層面流入內地：「（大量奶
粉）從零售層面被採購，通過種種的（方法）
化整為零，然後到深圳一邊，然後化零為
整。」他指出，上述情況令本港奶粉出現

「廣泛短缺」的情況，而且奶粉沒有替代品，
故有必要採取措施。梁振英強調，有關措施
是經政府好幾個月採取了其他措施均無效才
採取的，現階段冀在穩定零售層面供應後，
再次檢討下一步。

至於會否為解除奶粉出口設時間表，梁振
英說：「現在沒有時間表，希望與多方合
作。（例如）與供應商進一步了解他們的營
銷等方法，可做到一方面香港零售層面方
面，保證香港的媽媽買到需要的奶粉，同時
可滿足內地及海外的消費者的需要。」他強
調希望做到「多贏的局面」，但現時尚未找到
較好的辦法。

日後或推樓市「更辣招」

就上任以來推出的多項樓市調控措施成

效，梁振英表示，「新政府上任9個月有初步
成效，但特區政府不會自滿，以防範本地及
海外各種因素造成的市場波動」。他又說，房
屋不能從外地進口，增加房屋供應亦非一日
可解決的工作，故增加房屋生產的期間，有
需要在需求上作出調控，包括要對外來需求
有控制，及對短期投資需求控制。

被問到會否考慮更嚴厲措施降低樓價，梁
振英表示：「不排除日後有這個需要，必定
會繼續嚴密跟進樓市的發展。」他坦言，房
屋是民生「頭等大事」，指本港廣大市民因過
去幾年樓價租金不斷上漲，負擔能力不能承
受，強調政府會在樓市上「兩頭工作」，以控
制需求及增加供應。

稱與管治團隊磨合得宜

另外，梁振英在訪問中又表示，上任9個月
以來，面對的挑戰或機遇，都是過去幾年，
尤其在他競選期間意料當中的，又指與管治
班子磨合得好：「整個團隊，司長、局長及廣
大公務員，磨合做得非常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特首梁振英於施
政報告提出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落實15年免費教
育。教育局昨日宣布該「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

（幼教會）正式成立，並由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鄭慕
智任主席。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幼教會將履行4
大職能：聽取持份者意見、評估免費幼教不同方
案、設立工作小組深入研究，以及制定方案供諮
詢，最快兩年內完成報告，向教育局提出具體建
議。鄭慕智強調，兩年時間「不算長」，他會連同另
外19名不同背景的成員，包括幼稚園業界、辦學團
體及業外人士等，即時投入工作，並定時報告進
度。

鄭慕智任主席 委員背景多元

吳克儉昨日聯同鄭慕智宣布成立幼教會，而在該
會20人名單中，除鄭外另19名委員各有不同背景，
包括幼稚園校長、教師、辦學團體代表、小學校
長、師訓機構成員、家長、教統會委員，及法律、
人力資源、會計和財經等業外人士。而幼教會將聽
取持份者意見，同時參考學券制以評估業外人士免
費幼教不同方案，另會設立工作小組，深入研究特
定事宜，以及制定落實免費幼教方案向主要持份者
諮詢。

吳克儉：免費幼教「重中之重」

具體細節方面，該會也將討論幼教願景、資助模
式、師資及薪酬架構、師生比例、全日和半日制幼
稚園不同需要、家校合作等內容。吳克儉強調，免
費幼教是現屆政府「重中之重」，期望幼教會兩年內

提出建議。

盼多聽意見 參考他國政策

鄭慕智則指，理解社會認為免費幼教「刻不容
緩」，但兩年工作並不算長，將密切跟進，並適時對
外公布進度，「能說的一定會詳盡地講」。他期望能
多聽不同持份者意見，並會參考其他國家的政策，
希望向政府提交一個「大部分人理解、支持」的方
案。

對於鄭慕智過往曾稱對重訂幼師薪級表有保留，
或未能回應業界訴求，他澄清指自己當年只表明一
個行業是否有薪級表，與其專業化並不直接掛 ，

「正如律師都沒有薪級表」。他並強調，個人意見與
政策制訂沒有直接關係，自己將持平地按照搜證及
理論基礎工作，不會因個人喜好而影響會內工作，
而整個幼教會也將深入研究各細節，向政府提出最
合適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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