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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
「基本法宣傳同樂日」是香港島
各界聯合會今年有關政制發展諮
詢系列活動的尾聲。蔡毅介紹，
今年初開始，該會已啟動系列活
動，配合政改諮詢。

林鄭支持 出席兩次
他又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出席活動兩次，包括與地區人士
舉行政改諮詢座談會，出席基本
法宣傳日，並與該會一同在灣仔
港鐵站派單張宣傳政改。
多元化系列活動包括徵文比

賽、短片比賽、公開問答比賽、
網上問答比賽、茶敘等，活動獲
得四區區議會贊助。持續一個月
有多的「政制通識知多D」問答
比賽，更獲市民及公眾廣泛參
與，多達51個各界團體支持，合
共收約5,000份答卷及答題卡。
「宣傳基本法不僅在政改諮詢

期，而應是長期和持續宣傳。」
蔡毅強調，首輪諮詢雖已結束，
但該會將繼續配合政府長期宣傳
基本法，令市民更深入理解和正
確認識基本法和「一國兩制」，
讓「普選特首要依法辦事」這概
念有更多人了解。
蔡毅認為，香港法治觀念深入

人心，依法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
長官、2016年立法會選舉辦法，
是本屆政府憲制責任，以及重要
施政目標，更是中央、特區政府
和廣大市民的共同願望，「港島
各界聯合會將一直大聲呼籲，希
望大家以和平理性的態度，積極
參與香港政制發展，履行我們應
盡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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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毅(右)為周淑儀頒發感謝狀。
彭子文 攝

港島各界聯會同樂宣基本法
籲市民理性發聲促普選 蔡毅郭二澈麥志仁等主禮

同樂日由港島各界聯合會、南區區
議會合辦，南區區議會贊助。南

區區議會主席朱慶虹，南區民政事務處
高級聯絡主任周淑儀，南區區議會副主
席陳富明，香港南區各界聯會會長陳南
坡，南區區議會議員陳李佩英受邀出
席，與該會理事長蔡毅、副理事長郭二
澈、麥志仁共同主禮。

蔡毅感謝14團體義工支持
蔡毅甚具親和力，致辭時感謝各界對
活動的支持，包括14個地區團體、社團
及義工。他希望透過同樂日活動，向公
眾宣傳基本法有關政制發展的條文及理
念，把「以基本法為基礎，依法落實普
選」的信息傳遞予本港市民。他相信該
會系列活動可廣泛引起市民關注，為香
港政改向前發展出一分力。

福中嶺中伍華等6校政制通識奪獎

「政制通識知多D」問答比賽各獎項
得主及最佳組織團體包括：一等獎倪曉
榮，二等獎朱文添、符錦慶，三等獎何
宛霖、梁潁瑤、許志傑、曾鳳美婷、蘇
頌恩，以及四等獎 20名、五等獎 50
名。最佳組織獎由福建中學（小西
灣）、嶺南中學、天主教伍華中學、華
富耆樂會、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漢
華中學等6間學校摘得。
當日風和日麗，香港仔避風塘波光粼

粼，現場熱鬧非凡，街坊紛紛前往。同
樂日活動持續逾3小時，圍繞基本法知
識設立講座環節，為街坊講解釋疑，並
即席安排有獎問答、攤位遊戲等。現場
更有精彩的舞台表演，團體登台獻藝。
活動吸引大批市民參與，有一家大小齊
齊上陣，合力贏取獎品，也有不少海外
家庭入場參觀遊玩，歡聲笑語久久回蕩
在避風塘上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香港島各界聯合會5月3日假香港仔

海濱公園舉行「基本法宣傳同樂日」，同場舉辦「政制通識知多

D」問答比賽頒獎禮。該會希望於首輪政改諮詢結束當日，再次呼

籲市民理性和平表達普選意見，共同推動香港普選進程，為達至

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首而努力。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基本法宣傳同樂日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基本法宣傳同樂日，，賓賓
主與表演團體代表合影留念主與表演團體代表合影留念。。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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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毅蔡毅、、朱慶虹朱慶虹、、郭二澈郭二澈，，在同樂日在同樂日
現場接受電視台訪問現場接受電視台訪問。。 解玲解玲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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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文鈴）立法
會昨日發表一份有關內地個人遊計劃
的《研究簡報》。報告內容指，個人
遊帶動本港旅遊業，從而影響本港商
舖租金持續上升，改變了零售業的格
局，針對內地旅客需求而開業的商舖
大幅增加，其中化妝品及個人護理用
品的零售商店數目在9年間大增，升幅
達1,500%。有旅遊業界人士指出，香
港的產品向來予內地人信心的保證，
而且不少內地女士喜歡購買化妝品，
因此帶旺本地化妝品及個人護理用品
零售業。
根據報告內容，於2004年至2013年

的零售商店數目，售賣化妝品及個人
護理用品的零售商店數目，增加達
1,500% ， 其 次 是 成 衣 及 鞋 類 升
41.5%，皮革製品升32.9%；另邊廂，
售賣非專門貨品（一般糧油食品和家
庭用品）和書報及文具則分別下跌
29.5%和25.4%。

董耀中：內地客對港貨有信心
對於化妝品及個人護理用品的零售

商店數目升幅高達1,500%，旅遊業議
會總幹事董耀中說，最主要是個人遊
旅客對於香港的貨品有信心，尤其選
擇化妝品和個人護理用品等方面的質
素較為小心，故願意大灑金錢購買有
關產品，而女性的消費力不可小覷。
反之，內地購買書本和傢具向來較本
港便宜，因此書店和傢具店對於他們
來說吸引力不大。

個人護理品生意升逾千倍
香港美容健體會主席許慧鳳亦認為，個人遊旅

客素來對香港的產品有信心，因而喜歡從香港購
買個人護理用品，如洗髮水、護髮素等，帶動化
妝品及個人護理用品的零售生意，故升幅逾千
倍。她又引述其內地朋友說，由於香港的化妝品
和個人護理用品較內地便宜，而且有質素保證，
因此他們每逢來港都會購買大量回去。

港燈憂引入內地電缺議價力

「一堆一爐」闖關遇拉布折騰
旁聽示威阻表決 黃錦星：方案規劃多時唯一之選

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昨日續議擴建
將軍澳推填區和興建石鼓洲焚化爐

的「一堆一爐」方案，會上議員繼續關注
堆填區管理問題。

葛珮帆：是否最後一次擴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關注，若當局

「三堆一爐」獲通過，今次會否為將軍澳
堆填區最後一次擴建。
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質疑當局提供的
堆填區飽和數據不準確，指上屆政府曾
指，將軍澳堆填區將於2013年飽和，現
在卻把飽和年期不斷推遲。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田北俊則表明支持
當局興建焚化爐，但反對擴建將軍澳堆
填區，認為當局方案須獲當區居民接
受。
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不滿只由

個別地區承擔全港末端廢物處理責任，要
求當局撤回方案。

黃錦星盼「生活垃圾零堆填」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和副局長陸恭蕙昨日

一同出席會議，黃錦星指，任何有關基建
都需要時間籌備、招標、興建和擴建，
「三堆一爐」已規劃一段長時間，10年
以上才來到這一步，才能落實工程，任何
其他建議都不能及時追到，強調「三爐一
堆」是唯一選擇。他又指，長遠期望可達
致「生活垃圾零堆填」，但須再作討論及
研究，希望香港未來可減少倚賴堆積區處
理廢物。
他重申，當局已承諾，將軍澳堆填區未

來只處理無味的建築廢料，並減少進出堆
填區的垃圾車架次。部分垃圾車已改裝，
以改善堆填區臭味問題。當局又在非法棄

置廢物黑點加裝閉路電視，過去數個月錄
得約10宗懷疑個案。

環署：不停檢討堆填飽和數據
環保署助理署長（環境基建）陳英儂解

釋指，有關堆填區飽和數據會隨人口增
長、廢物產生量、減廢成效而改變。將軍
澳堆填區去年底容量尚餘540萬立方米，
若不擴建，仍可用約3年。當局會因應最
新數據，不停進行檢討。

范國威陳偉業合提18修訂
范國威和「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

業，在會上發動拉布，合共提出18項修
訂動議，包括解決堆填區臭味問題、堆填
區附近補償居民、強制推行分類回收等。
同時，他們要求逐一記名表決。建制派議
員則提出，縮短表決響鐘時間，首10項

動議均遭否決。
會議期間，因在場市民示威，未能完

成所有動議。最後，委員會主席盧偉國
宣布休會，餘下議案留待下周二再作處
理。
另一邊廂，西貢區議員方國珊和將軍澳

居民約10多人在立法會外示威，並上演
街頭劇，反對政府擴建將軍澳堆填區。多
個環保團體到場請願，促請政府承諾實施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推行回收業政策等，
才實行「三堆一爐」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昨日就擴建將軍澳堆填區和興建石鼓洲焚化爐的「一堆一爐」方案，再

到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闖關」。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見圖）表示，任何地方均有末端廢物處理設施，社

會至今亦未能提出其他可行方案，指「三爐一堆」已規劃多時，是唯一選擇。最後，小組因為有議員提出18

項動議拉布，加上有在場市民示威，未能完成所有表決，「一堆一爐」方案押後至下周二再議。

■個人遊帶動本港旅遊業，其中化妝品商店數目
在9年間大增，升幅達1,500%。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政府現正就未來能源
組合進行公眾諮詢，共提出兩個方案，方案一為引入內
地電網購電，佔全港電量30%；方案二則是大幅增加天
然氣發電比例至60%。在昨日一個研討會上，港燈對引
入內地電力有保留，擔心一旦引入內地電後，本港議價
能力有限，中電則認為可將兩方案元素結合。而現時內
地電佔逾90%的澳電則承認，隨輸澳電量增加，電價
議價能力逐步降低，而內地電網若出現建設和緊急情
況，對澳供電亦可能受影響。
港燈董事總經理尹志田在會上質疑，當局未有清楚交
代南方電網的發電成份，以及聯網所涉的設施建造成
本、電價、輸電技術等。他擔心，日後若只有單一供應
商，本港議價能力有限，而倘若花大量金錢建設聯網輸
電設施後發現成效不彰，卻已「返唔到轉頭」。

中電倡將兩方案元素結合
中電總裁潘偉賢亦認為供電可靠性不容妥協，但未

有完全否定引入內地電力的方案。他表示，電力基建
設施的前期工作和建造時間需時達10年，其壽命往往
長達40年至60年。他認為兩個方案各有契機和挑戰，
兩個方案並非互不相容，社會可思考可否將兩個方案
的元素結合。
環境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吳文傑重申，審視方案時會以

安全、可靠性、合理價格、環保表現作原則，同時會考
慮對2018年以後電力市場的影響、燃料多元化和未來供
電的靈活性。當局對方案持開放態度，並不限於現時提
出的兩個方案。

澳電力組合內地輸電增至95%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發電部高級經理葉錦榮表示，

澳門電力組合中，內地輸電比例已由2004年的7.1%，
增至2013年的92.1%，預計今年更會增至95%；反至澳
門本地發電即由90%減至5%，垃圾焚化爐的發電比例
則維持3%。

他承認，澳門的本地發電的總裝機容量只有472兆瓦
(MW)，低於最高峰用電量的766兆瓦。內地電網一旦
出現問題，澳門即時發電的能力有限，內地對澳供電
確曾受到人為和天氣等因素影響。他指，過往曾因颱
風和電塔事故等，甚至有人爬上電塔，影響內地對澳
供電。

■葉錦榮(左一)表示，內地輸澳電量增加，澳方電價議價
能力逐步降低。圖右為政府及兩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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