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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延東發唁電慰問邵逸夫親屬
路甬祥李立國蔡武等致哀 讚揚愛國愛港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影視界巨子、畢生致力慈善事務

及促進祖國繁榮發展的邵逸夫先生前日於寓所安詳離世，全球華人深表

痛惜。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

原校長、浙江大學原校長路甬祥；國家民政部部長李立國；國家文化部

部長蔡武等陸續發唁電，痛惜邵逸夫逝世，讚揚他一生為華語影視業及

國家建設所作的貢獻，並慰問其家屬。

中聯辦昨晚轉發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
的唁電，對邵逸夫溘然辭世，謹致

沉痛哀悼，並望邵方逸華及家人節哀珍
重！

為港回歸繁榮發揮作用
劉延東指與邵逸夫相識多年，他一生愛
國愛港，艱苦創業，慈善濟世，令人敬
佩。邵逸夫曾擔任港事顧問，為香港順利
回歸和繁榮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作為一
位卓越的實業家，他在創造商業奇蹟的同
時，為香港乃至中國影視事業的繁榮、走
向世界做出了貢獻。作為一位著名的慈善
家，邵逸夫多年來致力於支持教育等社會
公益事業，為促進祖國內地的教育和科學
事業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劉延東又讚揚邵逸夫心懷祖國、澤被後
世的精神值得人們銘記和懷念！
路甬祥發唁電指，得悉邵逸夫逝世，謹
向其家屬及親人表示深切哀悼與誠摯慰
問。他讚揚邵逸夫是香港著名的電影製作
人、娛樂業領袖及慈善家，他為華語影視
業的發展、繁榮和進步嘔心瀝血，貢獻卓
著；為香港和祖國內地教育、衛生基礎設
施建設慷慨捐助，功德無量。路甬祥表
示，邵逸夫一生勤奮敬業、樂善好施、愛
國愛港，他的敬業精神、奮鬥精神、卓著
業績及仁愛之心永遠值得懷念。

仁慈博愛 福澤後世
李立國發唁電指，驚悉邵逸夫離世，不
勝悲慟。他指邵逸夫一生恒懷慈心，廣行
善舉，藉個人之成就傾力於祖國教育、醫
療、扶貧及救災等事業，廣受社會各界景
仰，所作貢獻難以詳述、惠濟民眾不可勝
數，並曾於2008年榮膺民政部「中華慈善

終身成就獎」，令名播於天下，風範激勵
世人。壽終德望在，身去音容存。李立國
讚揚邵逸夫的仁慈博愛之品格、包容豁達
之胸襟、樂善好施之熱忱，必將澤及後
世，永駐人間。
蔡武發唁電指，邵逸夫勤勉一生，致力
於中國文化的傳播事業，對香港影視業的
繁榮發展作出巨大貢獻。蔡武又讚揚邵逸
夫生前慷慨捐助內地文化藝術事業的繁
榮，大力資助內地影視、教育、科技、醫
療等多領域的發展，熱心於公益慈善事
業。蔡武祝願邵逸夫的事業繁榮依舊，愛
國精神永存，亦希望其親屬節哀順變。

畢生貢獻華語影視業
上海海外聯誼會會長沙海林在唁電中表

示，邵逸夫積極投身香港影視業的同時，
資助上海教育、醫療等事業，傾力奉獻，
不望回報，為香港及上海經濟社會發展作
出諸多貢獻。北京中醫藥大學亦發唁電指
邵逸夫一生創造了事業傳奇，創立了華人
世界最優秀的傳媒集團，對華語作出了重
要貢獻，他的逝世是全球華人的損失，他
為北京中醫藥大學捐助建設的實驗中心亦
改善了該校辦學條件，如今人去樓存，德
立人間。
另外，香港電視製片協會、香港電影商
協會、香港影業協會、香港戲院商會今日
聯合在報章刊登「永遠懷念」的悼辭，指
電影同業對邵逸夫離世極為悲痛，深表哀
悼。邵逸夫畢生致力影視事業，當中不少
製作更是家傳戶曉、為數代觀眾留下美好
回憶的作品。悼辭又讚揚邵逸夫是一名大
慈善家，為有需要的人帶來希望及新生，
「邵逸夫獎」的設立更造福社會、惠及世
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青霞、王尚勇、張
治、李艷娟、金月展，實習記者胡若璋報
道）畢生致力捐獻內地教育、為學子建設教
學設施的六叔邵逸夫於7日離世，掀起全國
各地曾因此而受惠的學生民眾及相關人員對
他的追憶。其中7日晚在湖南南華大學，一
批學生於由他捐資興建的逸夫樓107教室舉
行追思會，紀念他107年的精彩人生。另為
了緬懷邵逸夫的善行，全國各地大學近萬人
展開了「到校內隨手拍下逸夫樓並在逸夫樓
簽到」的活動為其送行。
六叔熱心公益，義助內地興學，其所捐助
的逸夫樓遍佈神州大地。其中他對湖南捐款
總金額達1.94億港元，全省冠名為逸夫學校
有128所，擁有逸夫樓的學校156所。
於該省最早的湖南師範大學「逸夫樓」，

據該校知情人士回憶，1989年邵逸夫慨然應
允捐贈500萬元支持建設圖書館，為湖南改
革開放以來教育界首次接受的境外最大筆捐
款；至1991年「逸夫圖書館」落成，更獲邵
逸夫親筆題贈館額。

捐建體育館助暨南奪冠
河南洛陽理工學院學生劉國棟昨結束考試

後，即第一時間跑到學校中央的「逸夫樓」
前將之拍下，回應網上發起的「隨手拍」活
動。他坦言，因於其他高校也見到「逸夫
樓」，好奇下查資料才明白當中含義，「全
國各地都有他捐贈的教學樓，沒想到邵逸夫
先生這麼偉大。」

90高齡曾赴銀川視察建校
而於廣州，暨南大學老校長周耀明向本報

記者表達對邵逸夫離世的悲痛和不捨，他憶
述在自己任校長期間，暨大獲捐1,000萬元
並設立邵逸夫體育館，對學校體育發展非常
重要，幾年間該校更於全省高校體育比賽中
奪冠。
周老校長記得，於1989年1月他與40多個

受助單位代表一同前往邵氏位於清水灣的別
墅家中領取捐贈款項，對邵逸夫的和藹、親
切尤其深刻。他又感懷指邵逸夫離世前仍每

年向內地捐資助學以億元計，其多年如一日
的愛國情懷對自己影響很深。
邵逸夫的善舉同樣惠澤西部各省。記者從
寧夏教育廳獲悉，他累計為寧夏教育事業捐
款7,405萬元，146所大中小學獲贈款，而寧
夏再從多渠道籌措配套金3.6億元人民幣，
於區內各地建築面積達38萬平方米校舍。據
有關人士回憶，在1999年時90多歲高齡的
邵逸夫曾一行乘專機到達銀川，就寧夏的建
校工作表示滿意，他當時又遊覽了沙湖景
區，對美麗景色讚歎不已。
至於在西南的雲南，歷來獲邵逸夫基金捐

贈1.5億元興建了292幢「逸夫樓」，遍佈全
省115個縣、市或區，佔當地近9成地區。
其中在雲南財經大學，去年剛從該校畢業、
如今於一所職業學校當老師的左建柳對「逸
夫樓」的印象極為深刻，「剛上大學時逸夫
樓投入使用，是全校最漂亮的一幢教學樓。
雖然沒有見過邵逸夫先生，但是四年的學習
時光都是在逸夫樓裡度過。是最為親切、難
忘和深刻的大學記憶。」

萬人校園「隨手拍」送行
■邵逸夫侄孫在其故居內設立的靈堂，供民眾悼念。 中新社 ■河南省平輿縣一所小學的師生，在逸夫樓前默哀。 路透社

港藥房奶粉直送內地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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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港府近年
一直鼓勵生育，但不少關注媽媽及婦女權益
的政黨及團體，均批評當局未有完善的支援
政策。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趁新一份施政
報告發表在即，向當局提出8大訴求，包括
增設哺乳室及育嬰室、研究延長產假、增加
育嬰及幼兒託管服務等。民建聯婦女事務委
員會主席、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當局大
力推行母乳餵哺，但仍有不少政府處所並無
設立哺乳室及育嬰室，令人失望，應盡快完
善相關政策。
葛珮帆昨日與傳媒茶敍時指出，以母乳餵

哺嬰兒能確保嬰兒健康成長及獲得所需營
養，政府近年亦不斷倡議普及母乳餵哺，卻
未有實際行動配套立法，令母乳媽媽苦不堪
言，「不少政府處所都無設立哺乳室及育嬰
室，更遑論在商言商的商場了」。她促請當
局長遠訂立推廣母乳餵哺政策，如規定新建
築物設哺乳室及育嬰室，舊建築物則規定翻
新時必須加設。

促研延長產假鼓勵生育
她又表示，現時香港在職媽媽產假一般只

有10星期，但本地已有個別企業將產假延長
至12周，要求當局研究延長產假，並帶頭推
動及鼓勵企業自發性延長產假的安排，以鼓
勵婦女生育。葛珮帆亦促請當局盡快落實男
士有薪侍產假，紓緩及減輕產婦的壓力。
婦女事務委員會又要求當局增撥資源，在

公立醫院引入T21檢驗技術，為孕婦提供
T21產檢服務，以期更安全及準確地為孕婦
確定胎兒有否患上唐氏綜合症；增加育嬰及
幼兒託管服務；向全港婦女提供免費子宮頸
細胞檢查及乳癌普查；以及推行子宮頸癌疫
苗接種計劃。

■葛珮帆(右)促請當局長遠訂立推廣母乳餵哺政策。
聶曉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有多間藥房向內
地客人提供「送貨服務」，只要客人願意每罐奶粉多
花數十元，便可以直接電召奶粉上門。另方面，海關
昨日在北區進行反走私奶粉行動，搗破一個走私奶粉
集團，檢獲600罐，約551公斤奶粉，總值約15萬
元，拘捕2女1男。食物及衞生局表示，本港以郵遞方
式寄出奶粉，同樣受限奶令規管，又督促業界確保新
春期間，有充足的奶粉供應予本地嬰幼兒。
限奶令規定每人最多只能帶2罐奶粉過關，來港搶

購奶粉的內地客減少，但在藥房仍然經常買不到奶
粉。原來本港有多間藥房提供「送貨服務」，只要內
地客人光顧過1次，以後不用親身來訂貨，只要打電
話要貨便可，1次可買10罐、8罐奶粉，而每罐奶粉需
多付數十元，藥房會直接將奶粉送到內地人家裡。有
藥房職員坦言，內地人每次至少花數千元買奶粉及其

他貨品，所以會預留奶粉給內地「熟客」。
有藥房商會透露，這種「送貨服務」10年前已經
有，近年愈來愈普遍，但不認為藥房有跟水貨客聯
繫。商會又強調，本地媽媽只要拿奶粉券到指定藥房
都會買到奶粉。
食物及衛生局回應說，限奶令實施以來，水貨活動
明顯減少，令本港奶粉供應穩定。雖然某些時間仍有
一些受歡迎品牌的奶粉出現短缺，但零售點的奶粉供
應較去年初充足，強調如果在本港以郵遞方式寄出奶
粉，同樣受限奶令規管。當局又預料農曆新年期間水
貨活動變得活躍，本港和內地海關會加強執法。

海關搗破走私奶粉集團
另方面，海關昨日在北區進行反走私奶粉行動，搗
破一個走私奶粉集團，檢獲600罐，約551公斤奶

粉，總值約15萬元，拘捕2女1男，海關昨日下午，
在羅湖口岸截查 1名水貨客女子時，在她的行李檢獲
12盒奶粉，將她拘捕，其後，海關在上水新豐路拘捕
1男1女，相信他們負責派發奶粉給水貨客，關員在現
場檢獲507盒及89罐奶粉。
海關有組織罪案調查科特別調查指揮官李文樂表

示，非法集團以往集中在港鐵附近分派奶粉，現時
改於街頭及非固定地點分發，以逃避海關執法 ，李
文樂相信，今次行動搗破一個活躍於上水的非法出
口奶粉集團，認為集團規模屬於中等，在區內活躍
一星期。
食物及衞生局秘書長（食物）黎陳芷娟昨日與七大
奶粉供應商、港九藥房總商會有限公司及大型連鎖店
代表會面，督促業界確保農曆新年前，有充足的奶粉
供應予本地嬰幼兒。

8成市民盼助就業扶貧 李嘉誠基金《愛心》谷創意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李嘉誠基金
會早前推出《愛心進行曲》，讓註冊社工提交
愛心行善計劃書，協助有需要人士。社聯昨天
公布計劃申請詳情，包括為只能夠進食流質食
物的長者製作營養餐單，以及用戲劇的方式，
協助男士探索「退休」生活等。社聯業務總監
蔡劍華表示，希望計劃能夠更多有潛質的服務
方式，日後可擴大服務範圍。社聯前行政總裁
方敏生表示，《愛心進行曲》門檻較其他資助
計劃低，能夠吸引前線社工提出具創意的服務
計劃，提供更多針對性的服務。
李嘉誠基金會早前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

聖雅各福群會合作，推出《愛心進行曲》項
目，讓註冊社工提交愛心行善計劃書，受惠
社群包括兒童、青年、婦女、長者及傷健人
士等。社聯昨天公布計劃申請詳情，項目至

今已收集近360份有效計劃書，經
全港合資格註冊社工投票後，得票
最高25%的申請者將會獲得基金會
10萬元資助，而獲最多「Like」的
20項計劃，更可獲20萬元資助。

「精緻軟餐」讓長者嚐美食
《愛心進行曲》項目亦吸引到現

為資深社工的社聯前行政總裁方敏
生投票，她表示，如果項目有一定
創新性，之前並未有類似的服務項
目，而受惠的對象亦是此前較少受
到關注的群體，她都會投票支持，
當中如以劇場形式讓300個年長男

士家庭共同探索「退休」可能性的「《劉關
張下崗查篤撐》玩轉粵劇論壇劇場」，以及
邀請營養師設計「精緻軟餐」，讓吞嚥有困
難的安老院舍使用者及殘疾人士院舍能夠再
次享受進食樂趣的「食得樂精緻軟餐推廣計
劃」。
方敏生表示，所有的服務都是由意念開

始，現時本港很多服務亦是多年前的創新項
目，而《愛心進行曲》能夠吸引前線社工提
出更多具創意的服務計劃，一些具潛質的項
目，有可能獲基金會加碼資助100萬元繼續深
化服務。
社聯業務總監蔡劍華則表示，政府應該參

考計劃的意念，對有有潛質的服務加以發
展，擴大有關計劃的服務範圍，以及將服務
恆常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現屆政府將扶貧政策列為施
政重點之一，更於去年首設貧窮
線，評估本港的貧窮情況及相關
政策成效。有調查卻發現，
56.5%受訪者不滿意特區政府目
前的扶貧政策，另有多達82.4%
受訪者認同加強工作誘因、協助
有工作能力人士就業，是解決貧
窮問題的出路。九龍社團聯會向
政府作出多項建議，包括向正在
輪候公屋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租金
津貼、設立低收入家庭補助及檢
討現行社會保障計劃等。
九龍社團聯會委託理工大學應
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
心，於去年11月以電話訪問了
1,007名18歲或以上市民，並於

昨日發表《香港市民對政府扶貧
工作的期望》調查報告書。
調查發現，56.5%受訪者對港
府目前的扶貧政策表示不滿意，
亦只有40.2%受訪者認為貧窮線
可以反映香港的實際貧窮狀況。
此外，只有18.9%受訪者認為法
定最低工資的設立對扶貧有大用
處，較長者生活津貼及綜援計劃
的約40%為低。

九龍社團關注物價高企
理工大學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

劍華指出，政府設立貧窮線後未
有即時推出扶貧政策，難免與市
民期望出現落差，但相信施政報
告會推出一系列相關政策，「無
理由設立貧窮線又不推出扶貧措
施的」。九龍社團聯會理事、民
建聯觀塘區議員顏汶羽指出，逾
80%受訪者支持在各區設立廉價
超市，反映市民期望政府能透過
一些更具體及實際的行動，協助
貧窮戶解決物價高企問題。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期

望當局有效處理貧窮問題，為有
需要人士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並
透過適當的政策措施，鼓勵基層
人士自力更生，令年輕一代可以
有一個公平的環境向上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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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敏生表示，《愛心進行曲》門檻較其他資助計劃
低，能吸引社工提出更多具創意的服務計劃。王維寶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