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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1億賑川款通過
終懼與民為敵 反對派拉布收斂

37：23

撥款1億元賑濟四川雅安投票結果（＊）

贊成（37票）
民建聯(12票)：譚耀宗、葉國謙、李慧 、陳克勤、陳鑑林、黃定光、

鍾樹根、蔣麗芸、葛珮帆、梁志祥、何俊賢、陳 鑌

工聯會(6票)：陳婉嫻、黃國健、王國興、麥美娟、郭偉強、鄧家彪

經民聯(6票)：林健鋒、梁君彥、劉皇發、梁美芬、張華峰、盧偉國

新民黨(2票)：葉劉淑儀、田北辰

自由黨(2票)：易志明、鍾國斌

其　他(9票)：謝偉俊、林大輝、廖長江、潘兆平、吳亮星、馬逢國、姚
思榮、謝偉銓、盧偉國

反對（23票）
民主黨(6票)：何俊仁、涂謹申、劉慧卿、胡志偉、單仲偕、黃碧雲

公民黨(5票)：梁家傑、郭榮鏗、陳家洛、郭家麒、毛孟靜

工　黨(3票)：何秀蘭、張國柱、張超雄

人民力量(3票)：黃毓民、陳偉業、陳志全

街　工(1票)：梁耀忠

社民連(1票)：梁國雄

民　協(1票)：馮檢基

新民主同盟(1票)：范國威

其　他(2票)：莫乃光、梁繼昌

棄權（1人）其　他：李國麟

缺席（7人）田北俊、湯家驊、李卓人、方剛、梁家騮、葉建源、陳
健波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及財務委員會主席張宇人不計算在內

■資料來源：立法會秘書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有人擔心以
汶川災後重建工程的質量，質疑特區政府是次
雅安重建會「重蹈覆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昨日在財務委員會嚴正聲明，汶川地震災後重
建是嚴謹、有效、有規章和經得起驗證的，其
中26個涉及雅安地震的汶川援建項目，在七級地
震發生後依然基本完好，完全符合「小震不
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設防標準。

完成93%項目 川港逾千次會商

林鄭月娥昨日在財委會上指出，雅安地震發
生已兩星期，災情相當嚴重，加上即將來臨的
暴雨期將增加次生地質災害的可能性，故是次
賑災撥款刻不容緩，意義重大，對川港兩地人
民情誼也有重大意義，故不希望議員在爭分奪
秒的關頭質疑當地政府全力救援、做好照顧災
民的承擔及任務。

她續說，特區政府當日透過立法會共撥出90
億元，注入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
金，並按工程進度撥付川方，其中151個項目由
政府負責、32個項目由非政府機構負責，共171
個項目，即93%已經完成，而每個項目獨立設
項、簽訂協議、詳列項目內容等，全過程監察
機制，並聘請獨立專業顧問作技術檢查。

經受雅安地震 26設施全達標

林鄭月娥表示：「川方極重視特區援建，在省
市縣級設立協調機制，幾年間合共召開了5次由
政務司長參與的高層會議、9次協調小組會議、
70多次項目專責小組會議，超過1,000次其他工作
層面會議及專家參加超過400次實地考察；及先
後9次向立法會匯報，間中的匯報質量亦受到議
員讚賞。事實證明有關援建工作卓有成效。」
她指出，有26個、援助額為4.04億元人民幣

的汶川援建項目，包括17項教育設施、4項社會
福利設施和5項醫療設施，被雅安地震波及，但
依然基本完好，「經初步評估，所有建築物結
構均沒有問題；部分建築物非承重牆體，設備
有破壞但維修後可繼續使用；沒有建築物被評
定為危房；完全符合抗震設防標準」。
林鄭月娥強調，特區政府一直監察善款運

用，重建更是嚴謹、有效、經得起驗證，當撥
款通過後，政府會與省政府跟進聯繫，並正組
織專家團隊實地考察，評估特區援建項目。

賑災基金撥2,200萬援川

另外，特區政府昨日從賑災基金批出5宗共
2,171.8萬元撥款，予5個賑災機構賑濟四川地震
災民。該5宗撥款分別為：206.4萬元撥給香港
樂施會；350萬元撥給香港救助兒童會；467萬
元撥給香港世界宣明會；530.4萬元撥給愛德基
金會及618萬元撥給救世軍。委員會已要求該5
個賑災機構在完成賑災計劃後向委員會呈交檢
討報告及經審核賬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熙）四川雅安地震
發生至今已近半個月，災後重建工作正緊張而
有序進行。據中聯辦網站載，截至昨日，各界
透過中聯辦捐款累計總額達1.75億港元，包括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於昨日捐出的200萬元。
中聯辦並宣布，已於昨日向內地有關賑災賬戶
匯出香港各界人士賑災捐款8,600萬港元，其
中國家民政部3,000萬港元，四川省財政廳
5,000萬港元，四川海外聯誼會600萬港元。

捐獻200萬 廠商會表愛心

中聯辦昨日繼續接受來自香港社會各界的捐
款。廠商會會長施榮懷，第一副會長陳淑玲及
行政總裁梁世華昨日前往中聯辦辦公大樓，代
表該會全體同仁向災區同胞致以慰問，並捐出
200萬港元，支援災區重建。中聯辦副主任殷
曉靜、協調部副部長廖勛在場接待。
施榮懷表示，這些年來，工商界的發展得到

國家的大力關心與支持，「上世紀80年代，香
港製造業逐漸轉移到『珠三角』、『長三角』，
當時國家提供了很多優惠政策。在內地經濟
『火車頭』的帶動下，創造了香港與內地的雙
贏局面」。他說，該會會董對此很感恩，「有
今天的成就，全靠國家，現在國家有事，我們
理應伸出援手」。除港幣200萬元捐款外，該會
亦發出通告呼籲會員向地震災區捐輸，發揮同

舟共濟的精神，所收集到的善款稍後亦會透過
中聯辦送往災區。

殷曉靜讚港人同胞情深

殷曉靜在支票遞交儀式上代表四川災民向廠
商會表達謝意，並感謝廠商在過去近80年的
發展史裡，對國家無論是經濟或社會建設方
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自雅安地震發生以
來，香港社會各界均以實際行動表達了血濃
於水的同胞情。她續說，最近，在當地政府
強有力部署下，各項工作進展順利，各界的
支持也已陸續送到，災民飲水、交通、住宿
等問題均得到妥善解決，相信有廠商會及香
港各界的支持，災區同胞重建家園的目標會
很快實現。
當日，蓬瀛仙館捐出50萬元，館長李宏之等

將善款交送中聯辦，廖勛代表接收。
香港梅州聯會捐出22萬元，該會一眾首長包

括余國春、余鵬春、林光如、丘瑞真、羅港
柟、鍾孔生及秘書徐添寶一同將善款交送中聯
辦，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張方、處長張強代表
接收。余鵬春表示，「該會向來心繫家國，得
知雅安地震消息後，會員深感痛心，大家自發
捐獻善款及熱切渴望能盡綿薄之力幫助災民，
表達我們對同胞的關愛和支持」。
另外，香港中山僑商會會長林潔聲等於2日

前往中聯辦九龍工作部，代表該會向災區捐款
20萬港元，九龍工作部部長何靖、副部長余汝
文代表接受。此外，劉佐德、趙汝熙分別以個
人名義捐款3萬、2萬，九龍地區事務顧問總會
捐出2萬，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員工亦慷慨解
囊，捐出1.8萬。

累計1.75億 獲捐萬罐奶粉

據中聯辦網站載，中聯辦昨日向內地有關賑
災帳戶匯出香港各界人士賑災捐款8,600萬港
元，包括國家民政部3,000萬元，四川省財政
廳5,000萬元，四川海外聯誼會600萬元。另截
至昨日，累計捐款總額達1.75億港元，已到賬
1.09億港元；捐贈奶粉10,000罐。

中聯辦近獲各界捐款（港元）

廠商會 200萬

蓬瀛仙館 50萬

香港梅州聯會 22萬（4月30日捐出）

香港中山僑商會 20萬（5月2日捐出）

劉佐德 3萬（4月26日捐出）

趙汝熙 2萬（4月26日捐出）

九龍地區事務顧問總會 2萬（4月26日捐出）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 1.8萬

■資料來源：中聯辦　■製表：記者陳熙

林鄭：援建汶川 卓有成效

財委會昨日第二次審議撥款1億元予賑災基金協助四川雅安地震賑
災。在上次會議重複發言、提出14項修訂議案的反對派，因阻撓

撥款而備受各界批評，在昨日會議上略為收斂，但仍在發言中頻頻抹黑
雅安的賑災工作。社民連主席梁國雄聲言：「過去重建工程的確出
事，呃 香港人⋯⋯救急如救火？內地興建高鐵都幾百億元，關懷遲
會唔會死？」
「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稱，倘特區政府「無法擔保善款不會落到貪

官手中」，就不會支持捐款，「內地志願機構發『死人財』，以為一片好
心幫她，內地就製造好多淒慘故事，賺取捐款謀取暴利⋯⋯我不覺得委
員會要通過撥款」。

譚耀宗：反貪任重道遠 莫與捐款掛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在發言時指出，新任中央政府領導班子已採取很多
措施，加強打擊貪污，但這是長期工作，不應該與捐款掛 ，「我們既
要向中央政府不斷提出意見，深信她會不斷有所進步，（特區）政府亦
表明會跟進監管。儘管國家富裕，大家是中國人，及時表示關心是應有
之義」。
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強調，當日南亞海嘯時，香港同樣伸出援手，大

家不應持有雙重標準，「過往對其他國家（及地區）的撥款，我們都沒
有顧及當地政府是否有貪腐事件，如果將捐款撥給非政府機構，未必能
協助修橋等大型工程，而今次已經第二次審議，再無法通過好羞家，
（外界會）質疑我 連憐憫心都冇，會貽笑大方」。

林大輝：救難功德無量 偏激傷害感情

工業界（第二）議員林大輝說，汶川當日發生地震時，香港抱 「一方
有難，八方支援」的心，讓國家重新興建，展現民族團結可貴，功德無
量，但今次卻袖手旁觀，「各人自掃門前雪」，傷害兩地感情，並批評有
部分議員聲稱撥款會「被貪掉」是過於武斷及偏激，並呼籲大家與其抱
怨，不如做實事，定期監管善款並作出報告，以免「為港人帶來遺憾」。
商界議員廖長江認為，香港社會各界累計籌得超過1.7億元善款，反映

港人善良及尊重生命的價值觀，而拒捐變相是懲罰災民，「我們可以玩
物但不可喪志，希望大家放下成見，將救急放在首位」。
工程界議員盧偉國引述正在四川支援的香港工程師指，當地教育局對

香港負面報道感到不忿，認為批評不公道，重申汶川地震後重建學校均
無結構問題，完全符合設計功能等規範，期望大家不要以偏概全，「現
時四川正面對住房問題，省政府亦計劃為居民提供臨時板房，好多人正
在災區，我們還在議會『發 風』」。
經過2小時的討論，反對派提出的14項修訂議案全數被否決，遂在表

決時投下反對票，幸建制派37名在席議員投下了贊成票，終令該1億元
獲得過半數支持而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終於

昨日第二次特別會議上通過撥款1億元，賑濟四川雅安災

民。會上，各建制派代表在發言時強調，雅安地震發生

後，令很多災民流離失所，急需物資援助，「救急如救

火」，但反對派將內地貪污與賑濟救災混為一談，擔心立法

會再不通過賑濟撥款會貽笑大方。反對派因被香港社會各

界廣泛批評，終懼與民為敵，在昨日會議上未有再重複發

言、拖延時間，但就齊齊投下反對票，幸在建制派議員支

持下，撥款終以37票贊成、23票反對、1票棄權、過半數

通過。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通過中

聯辦向四川地震災區捐款200

萬港元，由中聯辦副主任殷曉

靜接收。 黃偉邦 攝

■蓬瀛仙館捐50萬元，委託中聯辦轉交四川災區。

■香港梅州聯會向中聯辦賑災專戶捐款22萬港元。

■香港中山僑商

會將20萬元支票

交由中聯辦捐贈

四川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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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三天的五一假
剛過去，不過記者
採訪發現，廣東政

府部門和事業單位職工
還在休假，原來廣東省
內部通知，今年五一假
是4月29日至5月5日，足
足休足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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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台灣《聯合報》
報道，兩岸服務貿
易協議談判完成，

在金融業以外，大陸對
台灣作出的65項特定開
放承諾，都超出大陸在
世界貿易組織所做的承
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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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4月份失業率
下跌 0 . 1 個百分
點，跌至7.5%，創

4年新低，新增非農業
職位達16.5萬份，超過
市場預期。數據向好刺
激美早段急升177點，
首次突破萬五點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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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逾5周的貨碼
工潮昨有突破性，
多間外判商達成協

議，劃一向裝卸工、吊
機手及拖車服務等工種
的員工加薪約9.8%，並
稱這是「最終方案」，
望工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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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200多萬打工
仔的強積金，繼連
續兩個月虧損後，

4月份回復正回報，錄
1.9%正回報，平均每人
賺3,252元。港股上月表
現牛皮，港股民回報難
及外圍市場。

詳刊B1

財
經人

均
賺3252

元

強
積
金
虧
轉
盈

政府推出雙辣招半
年，有發展商減
價，二手業主亦見

劈價，樓價現回落，有
少量買家趁低入市下，
反映二手樓價走勢的中
原城市領先指數按周輕
微回升0.11%。

詳刊B5

地
產樓

價
輕
微
反
彈

買
家
趁
低
入
市

版面導讀

中華廠商聯合會捐200萬 蓬瀛仙館捐50萬

香港梅州聯會捐22萬

香港中山僑商會捐20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