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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黨批反對派「拉布亂港」
財案撥款下周三審議 料僅表決即耗逾60句鐘

東區區會補選 兩人獲提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東區區議會南豐選區補

選的提名期昨日結束，選舉主任共接獲兩2提名表格，
包括民建聯的李清霞，及民主黨的張國昌。
選舉事務處發言人昨日表示，經選舉主任審核及確認

獲提名人士的資格後，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名單將於憲
報刊登，倘選區內有超過1名候選人獲有效提名，便須
在5月18日（星期日）投票。當選者會填補東區區議會
一個民選議員議席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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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昨日宣
布，行政長官已委任劉吳
惠蘭接替吳榮奎出任公務
員敍用委員會主席，任期
由今年5月1日至2017年
4月30日，為期3年。公
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讚
揚劉吳惠蘭為資深公務
員，對公務員體系有豐富的認識和經驗，加上
傑出的行政和管理才能，定能勝任此職，確保
在處理公務員的聘用、晉升和紀律事宜上公正
無私。
公務員敍用委員會是據《公務員敍用委員會

條例》成立的獨立法定組織，其主要的職責是
就公務員的聘用、晉升和紀律事宜，向行政長
官提供意見。委員會現任委員包括羅榮生、彭
玉榮、蔡克剛、李李嘉麗、蔡惠琴、陳志新，
柯黃秋梅和唐偉章教授。

鄧國威感謝吳榮奎任內竭誠服務
鄧國威並代表特區政府感謝吳榮奎自2005年

以來，在任內竭誠服務，貢獻良多，向政府提
供了寶貴意見，並領導委員會致力維持公務員
隊伍的質素和操守，克盡己職。
劉吳惠蘭現年60歲，於1976年10月加入政
務職系，曾出任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環境運
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環境)，房屋及規劃地政
局常任秘書長(規劃及地政)，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常任秘書長(通訊及科技)，至2008年7月獲委任

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2011年，有傳媒報道劉吳惠蘭正接受切除結腸癌手術，

她其後因健康理由向當時的行政長官曾蔭權辭職，並獲批
准。2011年7月1日，特區政府宣布劉吳惠蘭獲頒授金紫荊
星章，表揚其盡心竭力為政府和香港市民的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立法會昨日完成二讀財政

預算案撥款條例草案，並於下

周三進入委員會審議階段，

「人民力量」及社民連等議員

瘋狂提出1,917項修訂拖延議

案通過，預期單計表決將耗費

逾60小時。多個黨派立法會議

員批評，反對派拉布令議會淪

為「拉布會」，浪費公帑，呼

籲反對派不要「拉布亂港」，

令議事堂回復正軌。

立法會昨日繼續二讀財政預算案撥款申請。提出最
多垃圾修訂的社民連主席梁國雄聲言，今年的拉

布比去年「更成熟」，自己只是運用議員僅餘權力爭
取全民退休保障。「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稱，政府
連年的財政盈餘和儲備，足以向每名市民派發3萬元，
因此政府一日「不回水」，他們會用盡方法阻礙預算
案通過。

李慧琼：泛政治化拖累發展
各黨派均狠批拉布所為不負責任。行會成員、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批評，反對派把香港經濟民生議
題泛政治化，拉着香港發展後腿，每逢審議預算案就
拉布，浪費議會時間和公帑，令立法會淪為「拉布
會」，更經常濫用特權法令議會淪為「調查會」。
她並質疑，反對派大概認為香港「還未夠亂」，故

發起反民主的「佔領中環」，嚇怕投資者，而極端本
土主義又挑動香港排內情緒升溫，擔心會對香港造成
致命影響。

何俊賢：拉布「罪大惡極」
民建聯議員何俊賢形容，反對派計劃拉布是「罪大

惡極」，呼籲他們不要浪費市民及議會的時間，他自
己亦會簡化發言，以身作則。

黃國健：預算案值得支持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認為，預算案有地方不盡人意，

但仍值得支持，並批評反對派阻礙預算案通過對社會
有害無益，以拉布跟政府討價還價是浪費公帑，加重
立法會職員負擔。工業界議員林大輝呼籲反對派不要
「拉布亂港」，令議事堂回復正軌，又認為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居安思危值得讚許，但對方預測本港將出現
結構性財赤是在「危言聳聽」。他強調，香港有龐大
財政儲備及有內地作為後盾，不難解決民生問題，希
望曾俊華和特首梁振英多作溝通，協調理財理念。

廖長江倡設醫保供款扣稅
商界議員廖長江表示，佩服曾俊華減少派糖的勇
氣，因為在外圍經濟波動及人口老化趨勢下，積穀防
饑的理財哲學有助應付長期財政負擔。但他指，預算
案在支援經濟發展方面乏善足陳，支持中小企方面的
措施令人沮喪，深化中產的疏離感，不利社會和諧，
建議當局提供醫保供款扣稅額，及培養有潛力的新支

柱產業。

葛珮帆：對中產中小企欠支援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形容預算案內容平實，但對中產

及中小企的支援不足。她亦關注本港對旅遊業的規劃
不足，但反對網民對內地旅客做出不文明、不理智和
不合理的舉動，破壞香港好客之都形象。
自由黨黨魁田北俊表示，梁振英政府已經「派夠

糖」，未來幾年不應為競選而加碼，令政府財政開支
越來越大而向商界加稅。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則聲言，
梁振英與曾俊華的理財哲學「南轅北轍」，令人擔
憂，而二人對改善民生成效不彰，令他們難以支持預
算案撥款。
立法會其後完成二讀財政預算案撥款條例草案，並

於下周三進入委員會審議階段，屆時議員將提出修
訂。為阻撓特區政府落實惠民措施，甚至將政府推向
「財政懸崖」，反對派再次「瘋狂地」提出近2,000項
修訂案拉布。據估計，即使立法會「全天候」開會，
最快也要到5月底、甚至遲至6月至7月才能通過撥款
條例。有議員就要求主席果斷「剪布」，阻止反對派
繼續肆意妄為。

■李慧琼 黃偉邦攝 ■何俊賢 黃偉邦攝 ■廖長江 黃偉邦攝 ■葛珮帆 黃偉邦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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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16名港區
原任全國人大代表組成的重慶市考察團，昨
日繼續行程，先後參觀了重慶師範大學、璧
山縣規劃展覽館、秀湖公園、南河公園等
地，了解重慶市的規劃，包括綠化等的市鎮
規劃。考察團還餘3天行程，計劃在今天與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會面。香港中聯辦副主任
殷曉靜、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聯絡局局長
張樸隨團，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
副書記譚棲偉等陪同考察團在重慶市內參
觀。

考察團昨參觀重慶師範大學，前香港浸會
大學校長、考察團副團長吳清輝讚賞大學全
材教育的理念，及學生熱烈發問，了解了當
中社工、空中服務員，及內地學生到外留學
要求等問題，考察團團長袁武，團員溫嘉
旋、何鍾泰及曹宏威等人對師範大學學生的
生活深表興趣，席間氣氛十分輕鬆。
另外，璧山縣委書記吳道藩陪同考察團了

解該縣建設「深綠城市」的概念，參觀璧山
縣規劃展覽館，認識當地交通網絡等，一行
對重慶市發展留下深刻印象。

■考察團
參觀重慶
師 範 大
學。
鄭治祖攝

揭商場門不利民 梁兆棠即跟進
離島區東涌北選區將於本月底進行補選，至今已接獲3人

報名參選，包括以獨立身份報名參選的梁兆棠。現任香港教
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校長的梁兆棠在拉票期間，發現位
於東薈城與屋苑間接駁天橋的玻璃門，在設計上為居民帶來
不便，並即時承諾為民爭取將手動門改作自動門，「關懷從
生活細節做起，讓你出入更舒適方便」。
梁兆棠在東涌社區服務逾10載，多年來贏盡各界口碑，為

此，自參選以來獲多名立法會議員與地區人士親臨東涌力
撐，包括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陳恒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新界社團聯會理事
長陳勇等，日前又獲新民黨新界西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抽空齊
齊落區，聆聽民間智慧。

民生無小事 關懷生活細節
梁兆棠昨日在其「面書」(facebook)說，自己近日走進天橋

宣傳政綱，發現位於東薈城與屋苑間接駁天橋的玻璃門，其
設計為長者、照顧小孩的家長，傷殘人士等帶來不便，尤其
雷雨季節更使人十分狼狽，認為商場設施應更人性化，倡議
將手動門更改成自動門。
他坦言：「可能很多人覺得小事不足為道，不過在兆棠眼

中，大家的需要又怎能有大小之分，若重視不能從細節出
發，又怎能在大事上履行大家對兆棠的期望呢？我承諾會將
手動玻璃門造成的不便向商場反映，要求能從人性化角度作
出改善，更會將大家的需求向現任議員提出，希望與兆棠一
起，關懷從生活細節做起，讓你的出入更舒適方便！」
離島區議會東涌北選區補選候選人，還有報

稱任職航空保安、獨立的張芳嫻，及被指非在
區內居住的公民黨成員、大律師余俊翔。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梁兆棠發現
東薈城接駁屋
苑天橋的玻璃
門，設計不便
居民，即時承
諾為民爭取將
手動門改作自
動門。右為到
場支持的田北
辰。

■■劉吳惠蘭劉吳惠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責任編輯：馮雪婷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香港鞋業商會成立66周年晚會

■香港鞋業商會慶祝成立66周年會員春節聯歡大會的會董
會大合照

信和置業有限公司（HKSE: 083）於企業管
治雜誌《亞洲企業管治》 (Corporate Gover-
nance Asia) 主辦之「第4屆亞洲卓越大獎」
(2014) 中，獲頒「亞洲最佳財務總裁(投資者關
係)」 [Asia’s Best CFO (Investor Relations)]、
「最佳環保責任」、「最佳企業社會責任」及
「最佳投資者關係企業」4項殊榮。
是次獎項根據對《亞洲企業管治》讀者進行

的調查及訪問相關投資者而評選得獎者。集團
持續致力發展企業管治、投資者關係、企業社
會責任、商業操守、環保責任和財務表現的努
力備受肯定。
信和置業有限公司財務總裁兼公司秘書李蕙
蘭表示：「我們非常榮幸能夠獲獎。集團秉承

良好企業公民的精神，將繼續努力在企業管
治、環保及企業社會責任等方面爭取更佳表
現，為持份者帶來更多價值。

張煒傑會長致辭時表示，香港鞋業商會在歷屆會長帶領和會
董、會員支持下，至今已踏入66個年頭，該會將會繼續

秉承一貫宗旨，繼續以推廣業界發展及權益為己任，繼續積極
與相關部門及海外業界團體保持密切聯繫，為製鞋業尋找更多
機遇。

張煒傑表示商機處處 可拓展新興市場
張煒傑表示，內地政府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

用，把重點放在經濟體制改革，以提高效率及生產力，將主要
着力於深化工業化、城鎮化、農村及農業現代化、廣泛採用資
訊科技及切實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此外，內地政府將促
進私人消費，以達致消費和投資雙軌驅動、內需和外需共同發
展的經濟均衡增長模式，為各個行業締造商機。
來自內地的需求保持強勁，亦為廣泛地區提供重要的穩定力

量。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促進了東盟與中國之間的貿易，來自
傳統市場的需求上升將進一步刺激增長。廠商在分散出口市場

時，亦可考慮拓展其他亞洲國家，如印尼等新興消費品市場。

感謝各方大力支持 凝聚力量再創佳績
在這個千變萬化的年代，商會將會繼續努力不懈，充分發揮

商會的功能和作用，透過商會這個橋樑，凝聚大家力量，尋找
更多合作與交流，共同為製鞋業持續發展而努力，促進和協助
會員企業轉型，為製鞋業帶來新局面。
張煒傑對香港特區政府，以及各地方政府給予香港業界的大力

支持和幫助再次致謝；同時感謝會董、會員長期支持會務工作，
協助推動業界發展，貢獻良多；感謝各個業界友好商會、展覽公
司、商業機構等支持和協助，使會務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晚會高朋滿座，冠蓋雲集，出席的嘉賓還有廣州市皮革鞋業

商會、廣東省鞋材行業協會、亞洲鞋業協會、佛山市南海區鞋
業行業協會、惠州鞋業商會、廣東省商業聯合會鞋業皮具產業
合作委員會、東莞市外商投資企業協會、東莞市華瑞世界鞋業
總部基地有限公司等代表。

工銀亞洲宣佈與香港銀行學會（「學會」）
合作，於三月底正式動長期專業資格認證培
訓項目。透過此項目，學會將為工銀亞洲員工
提供專業而權威的系統培訓，以「考」、
「學」並重的形式，進一步提升該行員工的專
業資格及技能，從而壯大該行經驗與資格同備
的專業團隊，力求為客戶提供更優質服務，進
一步提升該行整體競爭力，實現該行、員工及
客戶的三贏局面。
培訓項目將選取學會現有的四個主要銀行業
專業資格認證課程及相應資格考試，包括香港
銀行學會會士(AHKIB)、銀行業專業認證
(CP)、銀行業資歷認證(ABP)及專業財富管理師

(CFMP)。香港銀行學會的銀行業專業資格認證
課程，被認為符合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管政策
手冊(CG-6能力及道德行為)要求。於2013年，
這些專業資格認證課程亦已獲取香港學術及職
業資歷評審局認證，獲審定為第四至第六級資
歷級別課程（資歷級別第六級相等於本地大學
所頒授的碩士資歷），獲業界廣泛認可。
工銀亞洲一向高度重視員工培訓，促進員工

成長。該行將就該項目投入大量資源，並予以
長期支持，希望讓該項目成為該行持續性培訓
人才、促進學習型企業文化的重點培訓項目之
一。預期今年度將約有170名員工參與該項
目。

■信和置業有限公司財務總裁兼公司秘書李蕙
蘭(左)及企業傳訊部副總經理邱文華(右)代表接
受獎項。

工銀亞洲與香港銀行學會合作培訓項目

信和置業榮獲第4屆亞洲卓越大獎
香港鞋業商會日前於東莞喜來登酒店舉行慶祝成立

66周年晚會。本港及內地多個商會同業友好出席，

香港工業總會、香港合成皮革暨金屬物料供應商商

會、港九塑膠製造商聯合會、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

會、香港手套業商會、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廣州鞋

業商會、廣東鞋業廠商會、東莞市皮革鞋業協會、東

莞市鞋材行業協會、東莞市鞋機商會、廣州市白雲區

鞋業皮具商會、深圳市龍崗區鞋業商會等等均有代表

出席慶賀，同業好友聚首，場面熱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