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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叔昨於四川出席活動後會見傳
媒，席間突然公布，在落實兩幅

捐出的元朗馬田壆及屯門藍地福亨村路
地皮後，個人會再捐出毗鄰兩幅土地，

「好多人話我送 唔送 ，而家都送
埋。」其中一幅位於馬田壆地皮毗鄰，
約1萬呎地皮，現時規劃為加油站。另
一幅位於藍地博愛醫院用地的附近，現
時規劃為低密度住宅及社區用途土地，
佔地約4萬方呎。

據了解，兩幅用地暫時計劃興建青年
宿舍之類的資助房屋，至於日後預計興
建單位伙數，其中4萬方呎藍地用地，
擬建約500個至1,000個單位，但亦可能
建醫院，目前未定；另一幅則未有提及
單位數量。

6千伙地皮擬合作建居屋

除上述5萬呎土地外，四叔又透露其
他捐地大計，有一幅大型地皮即將完成
收購，日後打算與政府合作興建6,000個
公營房屋，可能全數是居屋，亦可能
5,000居屋，1,000青年宿舍，「可能2至3
個月內有公布」。

對於坊間指四叔捐地為自身利益，他
昨日大呻：「捐地對我地都有損失，我
係無私人利益，只係為公家 想，想物
盡其用，捐地對社會有好大貢獻，對我
就無乜啦。」

根據 地中期業績報告，集團現坐擁
4,300萬方呎農地，但四叔昨稱，當中只
得四分一「有用」，其餘四分三因地點
問題「無乜作用」。他更明言不再買農
地：「而家唔係買農地起住宅的時機，
新的農地我唔會再沾手，好蝕底。」

不再沾手農地 寧收舊樓

他又向傳媒吐苦水：「投地仲 數，
買塊地每呎4,000元、6,000元就投到，反
而做農地改住宅要補地價，要跟市價去
補」，批評政府官僚作風令地價愈抬愈
高。值得一提是，四叔提及農地難發展
的時候，兩度提到南生圍項目，似乎南
生圍未能順利發展，成為四叔心中的遺
憾。

農地不再購買， 地「地從何來」，
四叔「牙擦擦」笑說：「唔做農地咪做
舊樓重建囉，我地全香港最多（舊樓物
業），市建局都唔夠我地多，就算唔投
地都可以，投地只係為貨如輪轉。」記
者問到，何不捐一幅市區重建項目起
屋？四叔說：「心機錢 ，市區地咁辛
苦買，點捐得出 。」

重申個人「買股不買樓」

他又重申自己投資策略是「買股不買
樓」：「股票隨時賺兩個開，買樓兩年
可能得個和，以500萬來計，兩年買股
我可以賺成千萬，買樓可能只升到600
萬元。」他對於港交所提出的多重股權
結構諮詢亦有意見，認為少量股份控制
大量股份，對小股東並不公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 四川

報道）「識得聚財，也要識得散財，方
為成功理財，而散財最好就係做慈
善」。人稱「四叔」的 基兆業主席李
兆基昨日出席四川廣元市中心醫院

「李兆基門診內科大樓」落成儀式時，
再次闡述他的財富觀念。他又呼籲內
地富豪多做慈善，「對社會要有責
任、有貢獻，方為做人應有的責任。」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張榕明、中聯辦
主任張曉明、國家衛生部副部長馬曉
偉、四川省副省長陳文華、廣元市委
書記馬華、廣元市長王菲、四叔幼子
李家誠，以及 地副主席林高演等出
席是次落成儀式。

8千萬重建內科大樓

廣元市中心醫院的內科大樓在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中損毀，李兆基當時
捐款1億港元賑災，其中8,000萬港元用
於重建廣元市中心醫院內科大樓；另
外2,000萬港元用於購買物資，委託中
華煤氣旗下港華燃氣送往災區。大樓
總造價約2億元，除四叔的捐款外，餘
款由中央財政撥款及醫院自行籌組。

新啟用的大樓命名為「李兆基門診
內科大樓」，按八級抗震標準施工，樓
高20層，另有兩層地庫，總樓面面積
50.5萬平方呎，包括門診服務、以及
960張住院床位的住院部，每年可接待
門診病人60萬人次。四叔在致辭時表
示，喜見大樓在短短幾年已落成啟
用，更可服務四川、陝西、甘肅三省
人民，惠及數以百萬計的人民。他
說，醫院為民眾醫病診症，能夠天天
行善。「今次捐1億元，我覺得好光
榮，好有意義。這個善行效率好高，
回報好高，我做得好開心、好滿足。」

期望富豪「識聚」「識散」

四叔又指，「佛家有云『萬法唯
心』，有善心、幫到社會，人就會開
心」。他說，內地近年湧現不少成功致
富人士，全球富豪榜中，中國富豪增
長最多。「希望這些新富豪亦多做慈

善，達至古訓『識聚』、『識散』之道，搵錢成
功之餘，花錢也要成功。」「對社會有責任、有
貢獻，方為做人應有的責任」

在致辭中，四叔特別多謝劉延東副總理對項目
的指示及督導，令項目有今日的成果；並感謝中
聯辦主任張曉明親臨典禮、以及對項目給予的意
見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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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叔：特首工作「盡職盡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四川報

道) 「四叔」李兆基昨日公開表示對特
首梁振英的工作給予肯定：「我覺得梁
振英從善如流，盡職盡責，勤力工作，
亦有處理社會福利及慈善工作，好過上
屆政府。個個話佢壞，壞個方面我唔
知，但我覺佢好勤力個方面已經係幾
好。而家做特首，個個做都唔掂，有時
好難講。」

電視發牌「 又得唔 又得」

問到政府不發牌給香港電視，四叔
說：「唔係好大件事，我地賣樓去申請
地盤，時時俾政府發返轉頭話唔俾，幾
十單咁多。 唔 無得批評，有 有唔

，有時世界上 ，兩頭都得，你話
佢 又得唔 又得。」

他又提到日前公布捐給博愛醫院的藍
地土地，將會是全港最大的長者院舍，
擁有2,000個床位，但希望院方可以再增

加服務，例如婦女服務、幼兒服務，
「等屋企有細路，要返工的父母可以享
用。」他提議，博愛醫院擴大院舍規
模，例申請放寬發展限制，又或連旁邊
的官地一併申請，規模隨時擴大1倍有
多。

他又無奈地說：「而家老人家輪候宿
位好慘，成3萬人等緊，有 未輪候完
就死 ，即係焗死，現在這間新建的院
舍，設備新之餘，唔使地價、建築費由
獎券基金支付，非牟利，唔使好多錢，
老人家都可以入去住。」

興建醫院似日日做善事

談及近期熱衷捐地起樓、起醫院，四
叔指：「我覺得搵錢成功，花錢要都要
花得有用，好似今次8,000萬元就使得好
值得啦(指四川李兆基門診內科大樓)，
成果好好。又好似最近捐地，興建醫院
就似日日做善事，個人好滿意。」

四叔再捐5萬呎地 擬建青年宿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四川報道) 「四叔」 地主席李兆基又有

捐地大計，他昨日在四川見傳媒時透露，早前提議捐出的7幅農地，由

於涉及多方面規劃問題，最終只得2幅土地可以成事捐出：「捐地好麻

煩，被人彈呢樣彈個樣，又話我有延後利益，又話會帶動旁邊地皮估

值，所以我嫁女貼大床，決定連隔離的地都捐埋出黎。」最新捐出兩幅

合共5萬方呎地皮，打算與政府合作興建青年宿舍。

■四川省廣元市中心醫院李兆基門診內科大樓落成儀式。由左至右：李家誠、陳文

華、張曉明、張榕明、李兆基、馬曉偉、馬華、林高演。 記者顏倫樂 攝

■李兆基昨日與傳媒茶 時表示：「捐

地對社會有好大貢獻，對我就無乜

啦。」 記者顏倫樂 攝

旅局斥3,000萬推廣 料下月訪港客500萬

繽紛冬日巨蒲公英做聖誕夢

70%港人擬聖誕外遊 首選首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維寶) 部
分殘障人士因行動不便，往往難
以享受一般人的娛樂。香港耀能
協會為慶祝成立50周年，組織逾
千名傷健人士暢遊香港迪士尼樂
園，體驗無障礙旅遊的樂趣。有
入場遊玩的傷健人士表示，本港
的無障礙設施於近年已有改進，
令殘障人士出行更加方便。行政
長官夫人梁唐青儀主禮活動時表
示，主題公園內的無障礙設施，
可以令傷健人士如身體健全人士
一樣在公園內遊玩，令他們的生
活更加精彩。

特首夫人梁唐青儀主禮

為了讓傷健人士享受到主題公
園遊玩的樂趣，香港耀能協會在
其轄下全港30多個服務單位，涵
蓋成人、幼兒、學校及社區服務
中逾千名傷健人士，組織他們於
19日暢遊香港迪士尼樂園，體驗
無障礙旅遊的樂趣。就讀小學2年
級、現年7歲，患上肌肉萎縮症的
姚心悅，平日需要以輪椅代步，
但仍喜愛乘交通工具外出認識世
界。陪同心悅到迪士尼遊玩的姚
太表示，雖然心悅行動不便，但

與朋友之間相處得很好，和普通人無異。
心悅小時居於內地，姚太認為，香港無障
礙設施比內地更加好，令殘障人士出行更
加方便。

行政長官夫人梁唐青儀主禮活動時表
示，香港耀能協會組織同類活動，能夠令
傷健人士有更多的機會參與不同的活動，
而主題公園內的無障礙設施，可令傷健人
士亦能如身體健全人士一樣在公園內遊
玩，令他們的生活能夠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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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文鈴) 聖誕節是港人外遊旺季。有調

查發現，有逾70%受訪者計劃於今年聖誕節假期出外旅遊，

當中韓國首爾是首選。有學者表示，調查結果反映今年港人

聖誕外遊意慾熾熱，旅遊消費氣氛濃厚，而出外旅遊亦是港

人一項慣常的消費活動。

東港城委託 生管理學院於本月進行「港人聖誕旅遊消費

調查」，在將軍澳、銅鑼灣、尖東和旺角等地區，以問卷訪問

542名港人，調查發現逾74%受訪者計劃今年聖誕節假期外

遊，當中68.7%更表示去年聖誕沒有外遊，但今年卻早已有計

劃在聖誕外遊。 生管理學院市場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鄺家

麒（見圖，張文鈴攝）表示，反映出今年港人聖誕外遊意慾

熾熱。

學者：「韓流」文化深受歡迎

調查顯示，港人選擇聖誕外遊地點，首位是首爾，其次是

台北、東京、曼谷及北海道。城大商學院副教授梁偉強表

示，近年「韓流」文化深受港人歡

迎，成功帶動韓國旅遊銷情。在選

擇外遊城市，港人最看重首位是

「購物玩樂」，其次是「地道美食」、

「自然景色」，只有不足10%受訪者

選擇「經濟實惠」，鄺家麒指反映港

人考慮旅遊價錢反而是其次。

今年港人聖誕外遊個人消費預算

方面，調查結果，逾54%受訪者預算旅遊消費金額為中檔

次，每人消費由5,001元至13,000元，其次是預算每人消費

13,000元以上，佔26.9%。鄺家麒指，按旅行消費項目來算，

住宿和餐飲的支出，佔整體預算各約30%，交通和玩樂則佔

整體預算各約20%，禮物和紀念品等手信開支約佔少於10%。

另外，有32%受訪者表示出外旅遊為了「放鬆減壓」，其次

有20.6%為了「維繫親友」。同時，有近80%受訪者傾向以自

由行的方式外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美
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上月底率領
香港商界代表團訪美。夏千福昨
日在出席一公開活動時稱，是次
香港商界代表團到華盛頓出席大
型投資峰會，是首度由白宮主
辦、總統奧巴馬主持的同類型會
議，反映美國重視中國內地、香
港及台灣商人到美國投資的問
題。

夏千福昨日指，他於上月底率
領一個由14間公司組成的香港商
界代表團，到華盛頓出席一個大
型投資峰會，「今次是首次由白
宮主辦的同類型會議，由總統奧
巴馬主持，也有不同部門的高官
及地方政府人員參與。說明美國
重視中國內地、香港及台灣商人
到美國的投資」。

被問到港人免簽證赴美問題，
他回應說，目前未有進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文鈴) 「又到聖誕！又到聖誕！」香港每年聖誕都吸引數以百萬計的

旅客來港歡度佳節。香港旅遊發展局連續第十二年舉辦「香港繽紛冬日節」，今年斥資3,000

萬元推廣活動，主題「聖誕夢飛翔」將會突破傳統，以巨型蒲公英藝術裝置取代以往巨型聖

誕樹，配以特別的燈光及音樂效果，為旅客帶來不一樣的聖誕。旅發局總幹事劉鎮漢估計，

下個月整體訪港旅客會有近500萬人次，全年訪港旅客可達5,200萬人次。

美藝術家設計「種子」寓希望
劉鎮漢表示，今年「香港繽紛冬日節」在中環皇后

像廣場以充滿現代感的巨型蒲公英藝術裝置作為焦

點，首度在港展出的巨型蒲公英藝術裝置名為「祝願」

(WISH)，由美國年輕藝術家Robert James Buchholz設

計，以三棵約15米高的巨型蒲公英，及18粒分布在旁

的「大型種子」所組成。這些「種子」寓意為旅客及

市民散播滿載幸福及希望的種子。

Robert James Buchholz稱，其設計概念是源於傳說，

只要向蒲公英許願，然後吹起種子在風中飛舞，願望

就可以實現。他指，「祝願」正是描繪這個傳說，希

望所有人都可以願望成真。

劉鎮漢說，今年整個「香港繽紛冬日節」斥資3,000

萬元作推廣，重點向短途市場的年輕及家庭旅客推

廣，吸引他們來港並為相關的業界進一步開拓營商與

推廣平台。他估計下個月整體訪港旅客會有近500萬

人次，比去年同期上升5%至8%；而全年的訪港旅客

則達5,200萬人次，比去年上升近7%。劉又指，今年

頭10個月整體旅客上升12.3%，而內地旅客則上升

18%。

「旅遊法」後內地觀光團升逾兩倍

劉鎮漢又指，自內地實施「旅遊法」以來，內地旅

客增長放緩，購物團來港數目下跌一半，但觀光團數

目則升超過兩倍。加上個人遊旅客上升，而且比旅行

團消費更多，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相信內地旅客來

港整體消費未有受影響。他又指，看不到不過夜訪港

旅客的數字，因政府實施「限奶令」而有所下跌。

由下周五起至明年1月1日，「祝願」於每日傍晚6

時亮燈，直至晚上11時，而12月24及31日則直至午夜

12時。

■行政長官夫人梁唐青儀為活動主禮。

王維寶 攝

■首度在港展出的巨型蒲

公英藝術裝置名為「祝願」

(WISH)，以三棵約15米高

的巨型蒲公英，及18粒分

布在旁的「大型種子」所

組成。 旅發局提供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