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房屋

協會正 手探討 基主席李兆基擬捐

農地建屋計劃的可行性。據了解，政

府不會全免地價，而是按慣常做法收

取一半地價，所以每個單位的建造成

本約為150萬元，相信難以如李兆基

所願，以百萬元出售。消息亦指出，

雖由非牟利機構接手，但仍涉及公帑

資助，資助條件及定價機制不能偏離

現行做法，難以跟隨李兆基期望只售

予年輕人，以免市民認為不公平。

基：正聯絡非牟利機構探討

基發言人昨日表示，除了房協，正積
極聯絡其他非牟利機構探討合作空

間，而主席李兆基亦明白最終資助的對象不
一定是青年。

人稱「四叔」的李兆基今年年初提出捐農

地協助年輕人「上車」，早前與政府商討
時，已挑出7幅位於新界的農地地皮，估計
共可建1萬個建築面積約300平方呎的小型單
位。但其後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公開婉拒捐
地，並 「四叔」聯絡非牟利機構，例如房
協。

憂價低勁蝕 惹居民反對

獲政府「點名」研究執行項目的非牟利機
構之一的房協，據悉正研究三幅「熟地」，

分別位於元朗、屯門和粉嶺，由於有道路接
駁等基建配套，初步評估有潛質發展住宅。
消息稱，房協雖有興趣參與項目，但擔心低
價賣樓或致巨額虧蝕，亦關注地皮業權、高
度限制，以及惹起附近居民反對。

房協推算每個單位建築費約90萬元，地價
相當於建築費的一半，每個單位的建築成本
約為150萬元，連同顧問及工程監督等開
支，總成本將更高，若每個單位以100萬元
出售，勢必蝕大本。據悉，房協仍未決定

「去馬」，若接手項目，則不希望被發展商
「牽 鼻子走」，可主導項目的設計及財務安
排等，房協傾向項目興建不同面積的單位，
不能只建小單位售予年輕人，亦不應為該項
目另外劃資助線，以免市民混亂或造成不公
平。根據房協一貫做法，房協會以資助對象
的負擔能力來訂定資助房屋的售價，當中包
括合資格家庭及單身人士。

蔡涯棉倡增單身者比例至三成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蔡涯棉認
同，涉及公帑資助，應該參考現有資助項目
政策，但認為可以調高單身人士比例至三
成，令較多年輕人受惠，「有資助成分，必
然要有一套資助房屋的政策，這可能要擴闊
至予不同巿民去申請，我建議在機制上作出
調節，例如過住單身人士佔10%，其實政府
都想調高一點，在這個四叔捐地的項目，在
單身人士方面可調高至三成，這個變相將可
助青年的比例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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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東莞報道）特區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訪問東莞，與東莞市長袁寶
成及港商代表會面，並參觀了港資企業新科實業
及三泰環保漁業有限公司。曾俊華在訪問期間勉
勵港商克服內地人工成本上升所帶來的壓力，抓
住轉型升級機遇，而特區政府今後會繼續為港企
轉型升級方面想辦法提供更多幫助。

袁：港商投資意義大

曾俊華一行昨日上午在東莞市政府與東莞市
長袁寶成進行會面。袁寶成表示，莞港兩地淵
源頗深，香港有東莞籍港人170萬人，佔比超
過10%。內地第一個「三來一補」企業太平手
袋廠亦是港商投資設立，在中國改革開放歷史
上意義重大，莞港兩地一直經濟往來頻繁，合
作密切。曾俊華對東莞市政府多年來對港企的
幫助表示感謝，並指港企目前雖面臨 難題，
但同時也面臨 轉型升級的機遇，認為港企應
該抓住當前的機遇，調整發展模式，增強自主
研發能力，提升企業競爭力。

曾：續諗計助轉型升級

下午，曾俊華與在莞港商代表進行會面，聽
取港企發展目前所面臨的難題。他說，特區政
府對企業所面臨的勞工成本上升、原材料成本
上升、出口訂單減少等難題十分了解，今後港
府將為港企轉型升級想辦法提供更多幫助。

曾俊華一行參觀了全球最大的獨立讀寫磁頭
供應商香港新科實業有限公司，鼓勵新科實業
更多從世界各地引進高新技術人才，引入世界
先進技術管理經驗。隨後，他參觀了供港魚供
應商三泰環保漁業有限公司。在了解了供港魚
全天候水產養殖技術後，曾俊華對該公司在環
保科技、生物科技方面的技術創新表示肯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昨日出席「調解為先」記者會時稱，希
望把香港定位成為亞太區調解和仲裁的區域樞
紐。他表示，很高興約有40間公司和機構，包
括銀行、保險公司和其他團體簽署「調解為先」
約章，期望透過是此活動，在香港形成「調解
為先」的文化，而非有爭議時就動輒打官司，
希望社會在思維和態度上有所改變。

袁國強：冀港成亞太調解樞紐

袁國強說，今次是2009年來第二次舉行「調
解為先」活動，約有170人參加，包括外國領
事、不同公司及機構的代表。他指出，邀請不
同國家的領事參加活動，是希望把香港定位成
為亞太區法律和解決爭議，包括仲裁和調解的
區域樞紐，讓他們多了解香港在調解工作的進
展，又稱調解仲裁日後可以更多應用在中小企
商業糾紛、大廈管理等各個層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港府昨日公布
發生於2010年，一艘政府飛行服務隊的超級美
洲豹直升機，迫降城門水塘的意外調查報
告。報告指出，直升機在受控情況下迫降，
並未造成任何傷亡，認為意外成因是其中一
部發動機，依超速保護系統下自動關閉所
致，故已向歐洲航空安全局提出安全建議，
指令用作重物吊掛的同類型直升機須加固主
變速器外殼，港府將繼續跟進報告結果。

政府飛行服務隊一架由歐洲直升機公司生
產的超級美洲豹AS332 L2直升機，曾於2010
年12月27日在城門水塘協助撲滅山火期間，
一度發生意外需迫降水塘，民航處其後根據

《香港民航（意外調查）規例》指令進行調
查，以找出意外當時情況及原因，並在昨日
首次公布調查結果。

民航處發言人表示，調查由專業意外調查
小組，按國際民航組織制訂的國際標準進
行，據調查分析，涉事直升機在意外發生
時，是在受控的情況下迫降城門水塘，事件
中3名機員及地面其他人士均無受傷。此外，
根據分析，報告認為意外成因，是其中一部
發動機依超速保護系統下自動關閉所致。

倡吊重物加固主波箱外殼

發言人稱，調查報告已向負責促進歐盟民用
航空安全的歐洲航空安全局，提出一項安全建
議，指令所有用作重物吊掛的同類型超級美洲
豹直升機，必須加固主變速器外殼，以避免再
發生同類型意外。發言人又稱，歐洲當局已收
獲有關建議，民航處繼續跟進報告內容，冀將
來能保障生命及防止意外再次發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
度困擾本港的「雙非」孕婦來港產
子問題，在當局全力堵截之下終受
控制，惟「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
梯」，一名內地孕婦疑一早來港匿藏

「待產」，及至前晚有人用環保袋載
剛出世的女嬰，聲稱於油麻地街

頭產子，母女經送院檢查證實平
安，由於事件有不少疑點，警方暫
列作「嬰兒出生及懷疑逾期居留」
處理，正了解背後是否有不法分子
安排內地孕婦來港匿藏產子。

案中聲稱於街頭誕下女嬰的內地
婦人姓歐、36歲，持雙程證來港，
但已逾期居留。

快餐店外胎動 嬰需深切治療

前晚10時許，警方接報指有一名孕

婦在油麻地佐敦道與白加士街交界一
間快餐店外胎動，遂聯同救護員趕往
調查，惟到場時發現作動婦人已誕下
1名女嬰，女嬰還被放在1個環保袋
中。救護員見狀立即把母女急送醫院
檢查，其中女嬰需要入住兒童深切治
療病房，但相信沒有大礙。

由於案中產婦是逾期居留的內地
孕婦，警方正核實其身份，惟有人
事後則三緘其口，更拒絕透露女嬰
父親身份。另外，雖然該名婦人報
稱是意外街頭產女，卻顯得「早有
準備」，故此探員將作深入了解，以
釐清女嬰是否在其他地方誕下後，
才被帶到街頭報警，以及當中是否
涉及不法分子安排內地孕婦來港匿
藏待產，甚至安排接生等。

據悉，近年愈來愈多「雙非」（父

母均非本港居民）嬰兒在港出生，藉
此獲得本港居留權，並衍生出種種社
會問題，為此當局今年已停止公私立
醫院接受「雙非」預約分娩，入境處
也對孕婦來港加強管制，但有內地孕
婦仍冒險提早來港匿藏，再在最後關
頭「衝急症室」產子，令「雙非」情
況未能完全杜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立
法會醫學界代表議員梁家騮以醫管
局資源分配不均和服務質素參差為
由，向立法會提出動議解散醫管
局，但昨日在多個黨派反對下，以
大比數否決議案。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高永文承認，醫管局的水平不可
以說很完美，但仍是國際認可的高
水平。他又指，政府將成立督導委
員會檢討醫管局運作，成員包括醫
管局以外的社會人士，委員會名單
會於下月內公布。

立會大比數否決解散議案

立法會昨日繼續辯論由醫學界議
員梁家騮提出的「解散醫院管理局」
動議。梁家騮表示，醫管局未能根
據病人需要分配資源，部分聯網或
部門的資源長期不足，服務質素參

差，造成公眾壓力，「我提出動議
並非『鬥氣』，而是醫管局發揮不到
其最重要的功能。我希望由食物及
衛生局負責，直接向公、私營機構
購買服務」。立法會在分組點票下，
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各只得1票支
持，最終以大比數否決議案。

自由黨議員方剛表明反對，指雖
然醫管局有不足之處，但亦帶領本
港公營醫院的水平躋身世界前列，

「我們亦支持加強公私營醫療合作，
例如將長者轉到私家醫院進行白內
障手術，讓公私營醫院互補優勢，
拉近收費差異」。

麥美娟：宜針對解決問題

工聯會麥美娟認為，政府向醫管
局的撥款年年增加，但聯網之間資
源分配不均，為競逐資源，各聯網

發展不同服務，令服務水平參差，
「但當局應該針對性解決問題，而非
解散醫管局」。曾擔任醫管局委員的
莫乃光亦反對有關議案，並指不認
同做得不夠好便要解散的建議。

下月設督委會 檢討聯網管理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承認，
醫管局的水平並非很完美，但仍是
國際認可的高水平。他澄清，分配
資源不單考慮人口，亦要考慮人口
結構、科技及市民期望等因素，認
為現時衡量資源投放的方法科學。
他透露，當局將於下月內成立督導
委員會，全面檢討醫管局聯網的管
理制度，包括風險管理、輪候時
間、資源分配成本效益、人力任用
權等政策，成員包括醫管局以外的
社會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動
漫迷有福了！期待已久的全港首個
以動漫為主題的中心今日正式開放
公眾參觀，多個動漫主題展覽將會
陸續登場，包括大師馬榮成作品展
及國際動漫節等，而8月開幕的「動
漫沙龍」更有逾千本漫畫供免費任
看，當中不乏絕版作品，例如上世
紀60年代《小醉仙》，但不會外借。
市區重建局斥資約2億元、花了3年
保育活化被評為二級歷史建築、俗
稱「綠屋」的戰前建築群，批予香
港藝術中心營運「動漫基地」。

林鄭陳茂波蘇慶和等主禮

「茂蘿街/巴路士街活化項目」包
括10幢1910年代中期建成的戰前樓
宇，是同一時期碩果僅存的「背對
背」樓宇，當中6幢樓宇、木樓梯及
瓦頂等被保育。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市建局主
席蘇慶和等昨日一同主持「動漫基
地」開幕儀式。市建局規劃及設計
總監馬昭智表示，保育過程中最困
難是要令舊建築物符合現時的《建
築物條例》，例如通風及消防設施。

設長短約形式 盼吸多元藝術

「動漫基地」設立展覽空間、藝
術工作室、資源圖書館、零售空間
及餐飲設施等，旨為提供一個創意
及溝通平台予本地及海外的動漫藝
術家，推廣動漫文化。其中兩個工
作室為長駐，現時為本地漫畫家江
康全和動漫團隊zcratch租用，最少
駐場1年，而短期租約則包括6個工
作室及2個展覽廳，租期由半日至數
個月不等。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林
淑儀昨日指出，設立長駐及短期租
約形式，是期望令中心吸納多元化

動漫藝術。
市建局保育項目營運主管馮允揚表

示，不論工作室、展覽廳，抑或零售
設施均非價高者得，主要考慮申請者
能否配合「動漫」及「保育」兩大元
素，申請者需提交建議書，詳列展覽
/工作室內容及開放模式等，租金水
平因應租戶背景及投資成本而調整，
租金收入將撥入市建局的營運基金，
暫時未評估營運及保養開支。

租金低市價三成 進駐商店讚吸引

售賣動漫產品及模型專門店「宇
宙船」獲市建局邀請進駐，店主彭
先生昨稱，面積約300呎的舖位，月
租約6萬元，較市價低約30%，與市
建局簽約5年，坦言投資百萬開業是
因租金吸引。他表示，歷史建築不
可破壞，「不可釘、不可掛」，連顏
色、格調都須入則待市建局審批。

每單位建造成本150萬 房協無意僅售予青年

補地價 四叔難如願百萬賣樓

街頭誕嬰 內地婦疑匿藏「待產」

40機構企業簽
「調解為先」約章

曾俊華晤袁寶成
勉港商抓東莞機遇

高永文：醫局水平達國際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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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處昨公布3年前直升機迫降水塘事故，指保護

引擎系統自動關閉所致。 民航處供圖

■警員到醫院調查頭街產子事件。

■40機構現場簽署約章。 黃偉邦 攝

■財爺(左)昨日晤東莞市長袁寶成。 何花攝

■林鄭月娥

(左三)和陳

茂波(左五)

等昨日共同

主持本港首

個「動漫基

地」開幕儀

式。

劉國權 攝

■「綠屋」變身「動漫基地」，展覽中心朝十晚八開

放公眾參觀。 劉國權 攝

■牆磚是逐塊砌上，頂部木條挖中空，嵌入鋼條加

固，是本地首次採用相關技術。 劉國權 攝

■彭先生稱，為配合保育主題，選擇古老玩具駐舖。

劉國權 攝

「綠屋」變動漫基地 主題展續登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