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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內地人持假特區護照判囚 林健鋒：「盛事」審批「不完全理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昨日完成審計署關於房屋、盛事基金及社企報告的公開
聆訊，委員會將撰寫報告並於下月9日提交予立法會。
會上有委員質疑盛事基金審批是否不理想，盛事基金評
審委員會主席林健鋒在主席石禮謙追問下，承認情況
「不完全理想」。石禮謙會後表示，希望部門不要再重
複犯錯，認為出席公開聆訊人士及官員表現滿意，不認
為官員有迴避作答。

欠時間處理 撥款變一次過
立法會帳委會昨日完成審計署就房屋、盛事基金和社

企第六十二號報告書的公開聆訊，下月9日向立法會大
會提交報告。但昨日的聆訊再揭發盛事基金審批出現漏
洞，其中港府原先承諾申請撥款時，會以分批形式撥出
款項，但旅遊事務副專員羅淑佩承認，因為欠缺時間處
理，撥款變成一次性批出。另有獲資助團體違規，同時
獲盛事基金以外的政府部分贊助，但羅淑佩指該部分團

體是恒常獲康文署資助。
另外，會上有委員關注續任盛事基金評審委員會主席

的林健鋒，曾否向當局交代2011年及2012年的龍獅節
監管不力。林健鋒表示，新委員有專業的會計背景以加
強審查工作，委員會亦會開會討論審計報告建議，檢討
未來如何做得更好。林健鋒在主席石禮謙的追問下，承
認情況「不完全理想」。
至於林健鋒再次獲委任盛事基金評審委員會主席，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黃灝玄就指委員過去有不同
經驗，能提供專業意見，又讚委員有貢獻及有好意見。
他又稱，政府指引公職人員不得連續擔任同一職務逾6
年的規例只屬「常設考慮」。黃續指，當局會加強監
管，及於審批過程與計劃，引入統一的利益申報機制。
石禮謙會後表示，報告10個章節，重點在房屋建設、
盛事基金的良好管治及公帑的運用等，認為撰寫報告是
希望部門向前看，將來莫再重複犯錯。他又認為出席公
開聆訊人士及官員表現滿意，不認為官員迴避作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天網恢恢，疏而不
漏。7名內地居民因企圖偷渡前往南美非法打工，竟串
同4名港人以其轉讓出的登機證，及中介人所安排的偽
造香港特區護照，試圖前往埃塞俄比亞並轉機南美，卻
於途中事敗被遣送回港，於昨日因「串謀以欺騙手段取
得服務」被判入獄。
入境處發言人表示，去年8月，該7名內地人在中間

人安排下，先利用其真實的中國護照，經落馬洲邊境口
岸入境香港，再獲安排乘坐航班前往泰國。同時，7名
早已獲中間人招攬的港人，在同一班前往泰國的航機
上，將其轉乘往埃塞俄比亞的登機證，轉交予該7名內
地居民。當該7名內地人取得登記證後，就計劃利用由
中介人安排，載有7名港人同黨個人資料的偽造特區護
照，繼續前往埃塞俄比亞，並意圖再轉往南美非法工
作。
不過，由於登機證及護照出現問題，其中1名港人及
1名內地人在泰國曼谷被截；至於其餘6名內地人，亦

在埃塞俄比亞當地使用假護照時被截，一行8人結果因
事敗，被埃塞俄比亞及泰國當局遣送回港，並由本港入
境處進行拘捕。

收2,500元助偷渡南美
入境處發言人稱，在事後對其他涉案港人進行的調查
中，發現有人承認收取2,500元報酬，協助內地居民偷
渡前往南美。另外，被調查的其中1名港人，亦同時被
揭發牽涉一宗假結婚案件，故被額外加控一項「串謀詐
騙罪」。發言人續稱，案件經區域法院審理後，7名內
地人被判入獄18個月至20個月，至於同案的4名港人
就分別被判入獄35個月至43個月。
發言人警告，根據《盜竊罪條例》，任何人以欺騙手
段而不誠實地取得另一人服務即屬犯罪，一經定罪，最
高可判處監禁10年；而根據《入境條例》，任何人士
管有或使用偽造旅行證件亦屬違法，違例者一經定罪，
最高可被判罰款港幣15萬元及入獄14年。

懲教署與僱員再培訓局為本地在囚者首次合辦優質
的士司機課程。此課程得運輸署特別安排，考生

毋須在考試中心，而是在院所內筆試。試卷模式與運輸
署的試卷無異，課程更重視學員的「司機操守」、「服
務態度」及「應付突發事件的能力」，從而成為具質素
的士從業員。

合格率逾95% 勤奮負責任
共13名在囚者參與的士司機課程，11名完成課程；

16名參與旅行社助理課程，15名完成課程。懲教署總
經理（工業及職業訓練）文家傑表示是次考試合格率超
過95%，表現良好。他指在囚者參與職業培訓課程有指
定的要求，如刑期由3個月至24個月及在香港無條件合
法居留及受聘。
他續說，課程主要考慮本地就業市場需要，並與多個
專業認證的培訓機構合作提供。懲教署署長單日堅表
示，近年肯聘請更新者的愛心僱主名單逾200名，且皆
指他們比一般員工勤奮和有責任感。職業訓練局執行幹
事尤曾家麗補充，社會歧視色彩漸減，且更新者工作表
現水平均高，為市場提供優質的勞動力。她亦鼓勵各界
人士應給予機會，讓他們重投社會。

視市場情況 辦更多課程
頒獎禮後，學員即場示範向顧客介紹旅行團行程和接
載傷健者等技巧。畢業及將於年中服刑期滿的所員阿偉
（化名）通過旅行社助理課程考核並取得證書，表示有

意投身旅遊業界，並希望邀請媽媽同遊台灣。他強調自
己需比一般人更用心，只要做好本分，不怕刑滿出獄後
被質疑工作能力和操守。成功獲考的士牌的阿健（化
名）亦表示在課程上學習到一般的道路資訊，對他有所
保障，有信心能成為優質的的士司機。他亦支持懲教署

繼續舉辦不同的職業培訓課程。
文家傑鼓勵更新者刑滿後出獄主動接觸有關就業跟進

機構，如香港善導會。他亦表示來年將會視乎勞動市場
情況和院所場地的配合，希望加設舉辦更多就業培訓課
程，協助更新者獲釋後盡快找到相關工作，開展新生。

考旅助證書 囚犯盼邀母遊台
信用心工作不怕被質疑 懲教署職訓課程助更生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蔡雨詩）古語

云「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懲教署為協助

在囚者刑滿後重投社會，過去一年提供逾30

項職業訓練課程，以及逾1,400個建造、工程

及美容等名額，以提高他們的就業能力。懲

教署昨日舉辦「旅行社助理暨的士司機證

書」結業典禮，共有21名學員出席典禮，獲

頒證書，分別有10名和11名學員完成旅行社

助理及的士司機相關課程。

■尤曾家麗（左）與單日堅（右）均指近年聘請更新人士的
愛心僱主持續上升。 蔡雨詩 攝

■文家傑表示來年將視乎勞
動市場情況和院所場地的配
合，舉辦更多就業培訓課
程。 蔡雨詩攝

■阿偉(右)
示範在旅行
社助理證書
課程上學習
的知識，向
顧客介紹旅
行團行程的
技巧。
蔡雨詩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通訊員 許慶勇 合肥報
道）安徽省第一個快遞產業園日前在合肥市肥東縣撮鎮掛
牌，7家快遞企業率先進駐。這7家企業已與撮鎮達成入
駐協議，投資10億元（人民幣，下同），經營面積達到
300畝，到2020年，入駐企業有望達到12家。
近年來，合肥市快遞業年均增長速度保持在40%以
上。2013年，全市規模以上快遞企業業務量累計完成
5,606.73萬件，業務收入達87,030.68萬元，佔安徽全省
比重分別為40.76%和44.62%。目前，合肥市從事快遞服
務的企業共有52家，分支機構超過200個，全市快遞業
從業人員約1萬人，機動車輛700多輛，非機動車輛
2,000多輛。

皖首家快遞產業園掛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舒昕 福州報道）由網龍網絡
有限公司（0777）創設的海西動漫創意之都5月在福建
福州正式開園，因集合了眾多動漫、軟件英才和國際最
先進動漫創意廠房，被稱為「福州第一座世界級設計工
廠」。這亦是內地第一個集動漫製作、遊戲軟件開發、
創意產品設計、動漫主題旅遊、藝術博物展示、動漫教
育於一體的動漫創意產業園區。
海西動漫創意之都由網龍公司獨資投入，2008年啟

動，目前已完成佔地536畝的第一、二期建設，建築面積
20萬平方米，已投資10億元人民幣。除網龍公司旗下的
福建天晴數碼公司、福建網龍計算機網絡信息技術公司、
福建天棣動漫科技有限公司入園外，還有台灣鴻海集團等
多家台灣信息技術公司入內；以及有雷爵、城邦等十餘家
台灣動漫企業入園，與網龍公司形成產業對接。

網龍首建動漫創意產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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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冉、通訊員 戰星
山東報道）山東省即墨市近日出台了《關於進
一步加快金融業改革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
《意見》），從構建金融組織體系、資本市場
體系、金融創新體系、金融服務體系、金融生
態體系等方面提出了24條政策措施。
即墨是山東省金融創新試點市，《意見》的

出台將推動該市縣域金融業改革發展。根據
《意見》。該市將注重金融業配套體系建設，
積極構建金融組織體系、資本市場體系、金融
創新體系、金融服務體系和金融生態體系等五
大體系。同時重點建設青島金融次中心，突出
財富管理特色，加快引進財富管理類金融機
構，推動財富管理與相關產業協調發展，構建
富有特色的財富管理體系。此外，即墨市還將
積極發展即墨特色金融，借助該市藍色經濟發
展和民營經濟發達的優勢，鼓勵金融機構開發
藍色金融產品，鼓勵支持民營企業通過多種方
式發起設立各類新型金融組織，激發民營經濟
活力。

粵新措施促外貿穩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

道）為紓緩外貿進出口下行壓力，廣東
日前在內地率先出台《廣東省支持外貿
穩定增長實施方案》。該政策擬加大重
要物資進口，擴大重點產品出口，培育
外貿綜合服務企業，並將於7月底前認
定10個重點培育的進口商品交易中心
等七大方面25項具體措施，以確保完
成全年外貿進出口增長2.4%的目標。
數據顯示，前4月廣東進出口同比降
23.5%，4月份則同比降18.7%。廣東相
關部門預期，5月當月粵進出口將止跌
回升，重回正增長區間。

擬完善進口目錄
為擴大進口，廣東提出完善進口目
錄和貼息政策，並首次提出滾動式接
受企業進口貼息申報。此外，今年7月

底前認定10個重點培育的進口商品交
易中心，促進進口與國內流通相銜
接。對獲得認定的交易中心，海關優
先批准設立進口保稅倉庫等保稅監管
場所，並支持符合條件的區域申報創
建國家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
在出口方面，廣東計劃舉辦跨國公

司總部行活動，促進在粵500強企業增
資擴產，爭取有潛力、有意向、有高
附加值項目的企業將更多的訂單和資
金投放我省，確保重點企業進出口增
長。並鼓勵粵企「走出去」，參與海
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互聯互通基礎設
施建設，對企業開展重大項目國際合
作和工程承包，廣東將「走出去」專
項資金予以重點扶持。相關《實施方
案》還提出，將對外貿綜合服務企業
融資貸款給予貼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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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第八屆中國企業國際融資洽
談會──科技國際融資洽談會6月8日在津閉幕，達成意向融資352億
元（人民幣，下同）。其中，科技企業142億元；民營、國營企業159
億元；融資租賃51億元。本屆會議參會企業、機構達3,250家，參會人
數逾7,000人，涉及美國、德國、日本、韓國、台灣和香港等26個國家
和地區，以及內地30個省、市、自治區。

■中外嘉賓在融洽會現場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實習記者 賈珊珊 山東報道）山

東省經信委新聞發言人、總經濟師劉緒聰早前在新聞發布會上表

示，山東正在調整產業結構，推動節能環保產業發展。今年該省

節能環保產業產值將爭取突破5,000億元（人民幣，下同），

2015年突破5,500億元。

十二五」前三年，山東省萬元
GDP能耗下降12.26%，規模

以上工業萬元增加值能耗降低
21.87%，超額完成進度目標。其間，
山東加大了對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
等新能源發展的扶持力度，實施重點節
能項目780個，拉動社會投資255億
元，年節能量可達550萬噸標準煤。

建四大節能環保產業鏈
劉緒聰表示，為順利完成「十二五」
萬元GDP能耗下降17%的節能目標任
務，山東將加快調整產業結構，發展服
務業，突出發展信息、物流等行業，提
高服務業在三次產業中的比重。2014
年服務業增加值佔全省生產總值的比重

較2013年提高1.5個百分點左右。近
期，將重點培育30家產業基地和200家
示範企業，建設節能電機、綠色照明、
節能泵和水處理設備四大產業鏈。
山東將向社會推廣一批重大節能技術

及裝備，在化工、有色、建材、鋼鐵等
高耗能行業培育20個合同能源管理示
範項目；推進公共機構節能改造，令人
均綜合能耗、人均水耗同比下降
3.6%，單位建築面積能耗同比下降3%
的年度節能目標。

首設能源環境交易中心
另據劉緒聰介紹，山東省從2011年

開始在煙台市和部分企業試點節能量交
易制度。今年3月10日，山東省政府批

准成立了山東省能源環境交易中心，目
前該中心已完成工商登記註冊和軟硬件
建設工作。該中心將作為山東省能源環
境領域唯一的能源環境資源配置電子商

務平台，主要從事組織節能減排、能源
與環境保護領域中的各類信息、合同能
源管理項目、節能投資資金、環境保護
和節能及能源利用權益等綜合交易。

魯環保產業產值目標5000億

「

■新聞發布會現場。 山東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