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4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吳漢傑、李逸燊 2014年4月17日（星期四）

與中央「硬碰硬」談政改
胡志偉：反對派輸民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央政府應特區政府

要求，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包括10多名反對派議員訪
問上海，並安排負責香港事務的中央官員與他們「單
獨」會面，討論政改等港人關注的問題，盡顯誠意。民
主黨議員胡志偉昨日承認，反對派倘繼續採取「硬碰
硬」的態度，只會輸掉民意。
胡志偉昨日與傳媒茶敍時表示，中央政府在政改問題

上立場「相當強硬」，但手法就很柔性，故反對派倘繼
續採取「硬碰硬」的態度，只會輸掉民意。是次上海之
行就是溝通的第一步，他們應該隨時變陣，不能欺場，
但也不應硬碰硬，而是以堅定立場，配合靈活的手腕，
應對未來的「政改談判」。

「光明磊落」願赴中聯辦
他又指，倘民主黨他日獲邀到中聯辦討論政改問題

時，自己會考慮出席，「只要光明磊落，就不怕招人話
柄」。未來，他會繼續不亢不卑，並會將2017年特首選
舉視為「終極普選方案」的態度，和中央官員討論有關
問題。
談及反對派剛結束的300小時絕食行動，儘管反應不

佳，但胡志偉稱行動加強了與反對派不同陣營之間的協
作，並已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期望可再逐步強化合
作，體現「團結就是力量」，估計今年5月初，在特區
政府結束首階段諮詢後舉行第二波的絕食行動，屆時可
能會以年輕人做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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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佔
中」的「幫港出聲」發起人周融、教聯會主席
鄧飛昨日在一政制論壇上，各自闡釋其政改方
案。他們均強調，方案是依基本法框架提出，
因為這是目前最實際可取的標準。政制發展須
依基本法及人大規定進行是較為實際，因為兩
者都是放在眼前的框架，倘在外尋找何謂「國
際標準」，不過是自尋煩惱。

倡提委會人數 周1,600鄧2,400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4月初起邀請不同界別人
士，同場討論各人提出的方案。昨日的論壇，
應邀出席的包括「幫港出聲」發起人周融、教
聯會主席鄧飛、民主黨區議員林立志，及「香
港民主促進會」的代表等。
周融在論壇上指出，他提出的建議方案，只
需由30名提委成員提出，經全票制選出3名候
選人，提委會人數增至1,600人。他強調提出
方案不需要滿足一些人引述的「國際標準」，
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是方案是否符合基本法規
定，否則中央亦不可能接受方案。
鄧飛提出的方案則建議，提委會增至2,400

人，但任何參選都需經過半提委會成員投票方
能「出閘」，同時提委會可以最多四票，作不
超過三輪的投票，選出4名的候選人。
就論壇上有人提出質疑，其方案會令被選權

受限制，鄧飛反駁指，英美的總統制均由黨內
選出參選人，反問是否這些被稱為民主國家的
政制是否也不符合國制標準？這反映了「國際
標準」並不能成為規範政制的準則，因為沒有
標準可言。
鄧飛又強調，政制發展依基本法及人大規定

進行是較為實際，因為兩者都是放在眼前的框
架，倘在外尋找何謂「國際標準」，不過是自
尋煩惱。
同場的林立志提出的方案與所屬民主黨支持

的「三軌制」唱反調，稱要以立法會各黨派在
2016年的得票率組成提委會，但就遭台下人士
反駁香港未有政黨法，根本難以界定何謂「政
黨」。

譚惠珠簡介中國法改突破
赴港島各界聯會匯報「兩會」「需要有的法律已有齊」

譚惠珠昨日出席香港島各界聯合會主辦的「兩會」
匯報會，譚惠珠、港區人代劉佩瓊及全國政協委

員曹王敏賢主講，該會理事長兼召港區人代蔡毅擔任
主持，逾200名市民出席。譚惠珠在會上指，國家在
反貪反腐、監督檢控等範疇正進行改革，現正迅速推
動人民參與這些領域，加速各項工作的民主化、公開
化，以互聯網的「四両撥千斤」方法，貼近民眾。

反貪「天眼處處」「跨越式發展」
她指出，國家在反貪方面「天眼處處」，中紀委豁
下有一個信訪室，並公開了舉報貪腐的網址，現時每

月收到約2,700件舉報個案或投訴。為防止造謠，必
須是實名舉報，以便真偽，「如果唔係實名舉報，就
唔知邊件案是真，邊件是假」，會浪費很多時間和工
夫。
她又說，國家在立法監督、刑事檢控、反貪等領

域，貫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務，充分利用互聯網
等先進科技、檢控審判公開，實行「跨越式發展」。

劉佩瓊曹王敏賢讚工作報告「穩」
劉佩瓊則說，政府工作報告可用一個「穩」字來形
容，包括維持GDP 7.5%的增長，在「穩」的基礎

上，調整及合理化結構、改革企業等。她指出，國家
發展四大重點是服務業、金融改革、保障民生及環
保，其中近日公佈的香港上海互聯互通機制，便是中
央希望借助「滬港通」，以促進壯大、規範化及國際
化中國金融發展。
曹王敏賢指出，過去一年貪污腐敗的大大減少，可
見中央在打貪方面不遺餘力，又指2013年中國經濟
穩中向好，GDP 增長有7.7%，加上通脹穩定、城鎮
及農村人均收入分別上升7%和9.3%，反映中央希望
城鄉整體收入拉近，故同樣以「穩」來形容政府工作
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兩會」上月在北京召開，國家

領導人表明要貫徹全面深化改革。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譚惠珠昨日

就「兩會」作匯報，以「法網新猷」為題簡介中國司法改革的突破，指

自成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律體制後，國家在民生、經濟、政治體制

等範疇中，「需要有的法律都有齊」，下一步是做到「有法必依」。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舉行「兩會」匯報會，右起：譚惠珠、曹王敏賢、蔡
毅及劉佩瓊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逾200名市民出席匯報會，聽取「兩會」概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政府
近年積極推動巴士路線重組，繼北區於
去年成功推行重組後，運輸署近期又向
元朗、沙田等區提交方案，但方案似乎
未被居民認同。民建聯直指方案存在四
大問題，有乘客更可能因路線重組而車
費大增近80%。民建聯要求運輸署及巴
士公司回應居民的訴求及需要，以「不
減車」為原則推行隧道分流，並盡快研

究及制定「同線同價」收費系統，善用
巴士資源疏導乘客。

葛珮帆：推特快線變相勁加價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連同沙田支

部昨日召開記者會，批評運輸署現正計
劃的沙田區巴士路線重組方案存有四大
問題，包括大幅加價、縮減班次、錯誤
修改路線以及漠視居民實際需要。

葛珮帆表示，運輸署及巴士公司以重
組巴士路線及推行特快線作為藉口，變
相大幅加價，例如由80M (穗禾苑－九
龍塘站)和280P (穗禾苑－尖沙咀)合併
而成的280X (穗禾苑－尖東麼地道)，
票價由現時的5.3元及7.7元，增加至
9.5元，當中80M乘客變相需多付4.2
元，加幅達79.25%。其餘路線的加幅
亦達5.88%至21.18%。她批評有關做
法如「獅子開大口」，為賺取更多，卻
加重市民經濟負擔。

批大規模削部分路線服務時間
她指，運輸署及巴士公司又大規模削

減部分巴士路線的服務時間，部分路線
由全日服務改為只於繁忙時段提供服
務，部分路線的班次也比現時疏落，例
如81C(耀安－尖東麼地道)的輪候時間
將由現時7分鐘至8分鐘一班，調整至
20分鐘一班。她批評巴士公司藉此減
少巴士數量，以節省開支成本。
葛珮帆擔心建議方案會令部分原可直

達目的地乘客，將需轉車才行。而現時
除總站及市中心的站外，乘客在分站已

經常因巴士客滿而未能上車，或要等候
2班至3班車才能上車。她指，若巴士
公司未增加班次應付需要，卻強迫市民
多轉車，做法錯誤。
她又批評，沙田區現為全港人口最多
的地區，未來區內屋苑亦陸續入伙，但
運輸署未有理會政黨和居民提出的建
議，拒絕開辦新巴士服務，例如馬鞍山
至將軍澳、大學至機場、馬鞍山經八號
幹線至中上環、沙田至出入口管制站
等。而當局雖計劃善用青沙公路，但改
行的路線只服務至長沙灣及深水埗一
帶，沒有拓展至更遠的地區，未能惠及
更多居民。

促不減車制定「同線同價」收費
葛珮帆促請運輸署及巴士公司，需就

沙田區巴士路線重組計劃的機遇，回應
居民的訴求及需要，以「不減車」為原
則，推行隧道分流。他又希望當局可配
合鐵路網絡的發展，開拓新巴士線服
務，並盡快研究及制定「同線同價」收
費系統，善用各條巴士路線，有效疏導
乘客，節省候車時間，以利居民。

■民建聯批評沙田巴士路線重組方案存在四大問題，要求以「不減車」為原則。
民建聯供圖

沙田巴士線重組 民記揭4大問題

中國嘉德（香港）2014春季拍賣會成交突破3億，
以3.47億港元圓滿收槌。中國嘉德（香港）總裁胡
妍妍表示：「通過第四次在本地的拍賣，更加確定了
中國嘉德致力於在香港大力、長久發展的信心，為全
球藏家搭建更為多元的收藏平台。」
「中國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專場吸引了全球藏家
的關注，所推出的30件作品中，有多件得到藏家青
睞，場內外競爭激烈，總成交額為71,346,000港元，
成交率為90%。其中以潘玉良的《海邊三裸女》為亮
點，最終以16,675,000港元成交，成為此場拍賣最高
成交價之拍品。
而中國書畫拍賣自早上十時開始至晚上八時方結
束。在場的藏家與場外電話委託競爭非常激烈，最終
本次專場取得86.6%成交率，以及高達1億8千9百
萬港元成交額的驕人成績。
在「器之道—夢蝶軒藏中國古代青銅器」專場，

場內競投熱烈，此場拍賣總成交額為27,455,100港

元，總成交超過80%。
春季最後一場拍賣會為瓷器工藝品專場，包括瓷

器、玉器、石雕、文房、銅器、佛像及其他。拍賣現
場異常熱鬧，場內場外競投非常熱烈，成交額為
55,000,000港元。

中國嘉德（香港）春拍3.47億港元圓滿收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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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會啟動青少年足球領袖計劃
提升青少年領導才能

■中國嘉德（香港）2014春季拍賣現場

足球訓練計劃邀請到不同界別的代表人物，擔任計
劃導師，攜手培育青年領袖，當中包括：奧運金

牌得主李麗珊、跨媒體創作人兼著名司儀鄭丹瑞及曼
聯足球學校駐港總教練克里斯托弗．奧拜恩(Christo-
pher O’Brien)。另外，浸會大學體育學系副教授雷雄德
博士則出任計劃顧問。

青年領袖訓練 發掘青少年潛力
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表示，參與體育運動對青少年成

長有莫大益處，馬會很高興再推出一項嶄新獨特的足球訓
練計劃。應家柏預期：「我們在過去兩年資助並發展一連
串青少年足球訓練計劃，建基於這些經驗，今次再推出以
青年領袖訓練為題的嶄新項目，將令馬會的足球發展計劃
更為完備。」
是次計劃的協辦機構東華三院，將負責招募學員及籌

備部分課程和活動。東華三院第五副主席暨社會服務委員

會主任委員陳祖恒表示，馬會與東華三院合作無間，他感
謝馬會在香港青少年服務上的支持和付出。陳祖恒認為：
「參與的青少年不單有機會從全球頂尖足球學校中學習足
球技巧，還可以透過計劃增進體育精神、團隊合作和解難
能力，以及加強自信和領導才能。」

李麗珊鄭丹瑞等任導師 率先惠及北區元朗南區
足球訓練計劃將率先在北區、元朗及南區推行，公開

招募四十五位年齡介乎十六至十九歲的青少年。入選的學
員將於四月中開始，接受為期三個月的訓練，內容包括初
級足球教練訓練班，另有由李麗珊及鄭丹瑞教授的品格發
展工作坊等，參與學員亦將透過組織社區足球活動鍛煉領
導才能。
完成計劃後，整體表現優異的四至六名學員將會獲資

助，於今年暑假前往曼徹斯特，參加當地的社區足球活
動，交流經驗，以及參觀曼聯球隊的訓練和比賽。

世界盃期間加多寶將與央視體育頻道傾力
打造的世界盃特別欄目《GO，巴西
GOAL》展開合作，共同開啟中國涼茶文
化、體育文化推廣的世界盃之旅。世界盃期
間加多寶還將配合市場需求推出「看巴西正
宗足球，喝加多寶正宗涼茶」活動，讓正宗
足球文化與中國正宗涼茶文化完美融合。
啟動儀式上，國家體育總局體育文化發展
中心副主任曹康授予了加多寶集團「中國涼
茶文化．中國體育文化世界盃之旅戰略合作
夥伴」稱號。

香港賽馬會一直關注本地青少年成

長和發展，為進一步協助年輕人發揮

潛能，馬會早前宣佈與東華三院及國

際足球勁旅曼聯合作，推出嶄新項目

「賽馬會青少年足球領袖計劃」，透

過足球訓練及品格發展工作坊，提升

年輕人的組織和領導才能，為社區培

育新一代青年領袖。

■馬會行政總裁應家
柏 (中)委任奧運金牌
得主李麗珊 (左二)、
跨媒體創作人兼著名
司儀鄭丹瑞 (左一) 及
曼聯足球學校駐港總
教練克里斯托弗．奧
拜恩 (右二) 為計劃導
師；浸會大學體育學
系副教授雷雄德博士
(右一) 則獲委任為計
劃顧問。

加多寶攜手國家體總 開啟涼茶文化世界盃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