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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發展局局長
陳茂波昨日回應社會對購買東江水的質疑，
他指新加坡跟香港的供水安排，不能作過於
簡單的比較；採用「統包總額」是更審慎和
保險的供水安排，確保香港在百年一遇的極
旱情況下，仍能維持全日供水。他又說，政
府正積極發展海水化淡和再造水技術。
陳茂波昨日在其網誌上表示，東江水佔本
港每年淡水用量七八成，為香港供水帶來重
要保障。今年是東江水供港50周年，本月28
日粵港兩地政府將在香港舉行紀念東江水供
港50周年暨2015年至2017年供水協議簽署
儀式。隨後，水務署會在各區舉行巡迴展
覽，讓市民回顧這段歷史。

不能與星安排簡單比較
他表示，有人把東江水供港的安排跟其他

地方比較，並提出質疑，如有人認為新加坡
向馬來西亞購買原水的價格較便宜。不過，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兩地簽定的供水協議為期
99年，期間新加坡除了需要向馬來西亞支付
固定水價外，還需要就原水抽取設施所使用
的土地向馬來西亞支付租金，並須把部分經
處理的食水以相對低廉的價格再賣給馬來西
亞。因此，新加坡跟香港兩者的供水安排，
不能作過於簡單的比較。
陳茂波又指，近年有人提出香港應以「按
量付費」方式代替「統包總額」方式購買東
江水，但採用「統包總額」是更審慎和保險
的供水安排，一旦香港遇上旱年，不僅香港
本地集水量會減少，屆時廣東省內可供分配
的東江水量亦會縮減，其他上游城巿都會同
時對東江水有極迫切需求，若採用「按量付
費」方式，粵方將難以保證香港可獲得所需

的供水量。至於「統包總額」訂下的供水上限，是經過
詳細分析後而制定，目標是讓香港在百年一遇的極旱情
況下，仍能維持全日供水。

致力海水化淡再造水技術
他又說，政府正積極發展海水化淡和再造水技術，期

望在2020年可以有經化淡的海水供市民飲用，以及在
2022年供應再造水予新界東北地區作非飲用用途；亦有
需要繼續大力提倡節約用水，尤其是現時香港巿民的平
均用水量，跟其他先進城巿比較，仍有改進空間。

財爺：「基金互認」似CEPA吸力大

「一帶一路」惠港經濟 倡設辦管理風險

田桂成：旅業中心移亞
港應增值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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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傳真WeChat ID：cnchktv。

香港旅遊業自去年底起，面臨諸多挑戰，訪港旅客增
幅放緩，個別月份甚至出現下跌情況。香港理工大學酒
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院長兼講座教授田桂成(上圖)接受
《香港傳真》訪問時強調，「21世紀是屬於亞洲的，特
別是酒店旅遊業，香港應抓緊機會重振旗鼓。」

料中國成全球第一旅遊目的地
韓裔教授田桂成於2000年離開執教多年的美國，來到

香港，擔任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院長。
作出這樣的選擇，是因為田桂成看到了全球旅遊業中心
移向亞洲的趨勢。「早在1999年，世界旅遊組織就預測
2020年，中國會成為全球第一的旅遊目的地。在公布這
個預測的時候，全球旅遊市場對此預測表示懷疑。而現
在他們相信這是真的，甚至認為這個預測會提前實
現。」
田桂成表示，香港在維持語言優勢、交通便利、文化

多元等傳統吸引力的同時，可通過增加景點和活動，探
索新方法，例如餐飲和美酒節，增加香港旅遊價值，讓
旅客再來香港。

「佔」阻路「反水客」毀港譽
即使身處地域性發展的趨勢之中，且擁有良好的人才

儲備，田桂成對重振香港旅遊業並不樂觀。他認為，香
港極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雖然『佔中』只影響了香
港部分路段，『反水貨客』只針對部分群體，但這卻關
係到香港作為旅遊目的地的聲譽。國際媒體例如CNN、
BBC會報道，全世界的遊客會說，香港正在發生這樣的
事情，現在去不安全。」
田桂成認為，香港旅遊競爭力得來不易，應好好珍

惜。他呼籲香港社會應為即將進入職場的學生以及整個
旅遊業營造良好的從業氛圍，更是為旅客營造舒適安全
的旅遊環境。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中國對亞
洲乃至全球
經濟的影響
力 愈 來 愈

大，自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建設「新絲
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的戰略構想，至今年博鰲亞洲論壇
年會宣布「一帶一路」的《願景與行
動》文件後，「一帶一路」成為近期市
場熱議的話題。
透過貫通亞洲、歐洲和非洲的經濟合
作走廊，「一帶一路」將構建「共享發
展」的新合作模式，涵蓋26個國家及地
區、44億人口，經濟總量約21萬億元，
在全球佔比分別為63%和29%。中國將
為出口增長提供動能，並加快出口模式
創新，推動中國對外投資及中國企業走
出去，為人民幣國際化注入新的增長動
力。

為世界各地貢獻700萬職位
據估計，2014年至2020年間，中國累

積向國外提供的進口商機將達15萬億美
元，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將突破1.2萬億美
元，將為世界其他國家及地區貢獻700萬
個新增就業職位。

港應擔當要角 擴大服務領域
香港是亞洲各種航運物流企業雲集的地

方，擁有全球最繁忙的港口和貨運機場，
能夠以自由港的優勢，成為連接「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的重要樞紐和全球中
高端資源配置中心，加上在基建、金融專
業服務，以至各類專業人才上，均擁有競
爭優勢及廣泛的合作網絡，因此應積極爭
取擔當國家「一帶一路」發展工作中的重
要角色，抓緊這商機無限的時刻，善用本
身在金融、貿易、物流、專業支援服務等
優勢，以及長久建立的關係網絡，爭取拓
展業務空間，擴大香港服務的範疇與領
域，協助內地進入新的經濟「新常態」，
而本身也要加大力度，發展創新科技產
業，以多元化產業建構香港自身的經濟
「新常態」。
稍後亞投行將正式成立，並為「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基建提供資金支持。民建聯
促請特區政府爭取亞投行在香港設立風險
管理的分支辦事處，以發揮香港在金融業
方面的獨特優勢；同時，我們亦促請政府
設立高層次架構，促進香港各界參與「一
帶一路」建設，抓緊新商機。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子優）
翁祐中學兩名中五
級學生李建樂及尹
偉霖，最近到羅馬
尼亞參加在布加勒
斯特舉行的第十三
屆「Infomatrix 國
際資訊科技大賽
2015」，以 3D電
腦動畫作品「在中
國香格里拉尋求蜜
蜂消失的秘密」，
在來自 63 個國家
及地區的 2,500 多套作品中脫穎而
出，晉身總決賽，並在電腦藝術組
19套入圍作品中獲評審一致肯定，
奪得銀獎。
比賽由羅馬尼亞教育部於2003年起

舉辦，為全球最大型的資訊科技比賽
之一。
比賽設有電腦藝術、硬件操控、程
式編寫、短片及機械人5個組別，今
年共有2,500多套作品參賽，其中357
套作品晉身決賽。
「在中國香格里拉尋求蜜蜂消失

的秘密」是翁祐中學學生早前暑假
時跟隨中國探險學會會長黃效文，
實地考察雲南香格里拉後製作。內
容講述學生在探訪當地蜂農、並向
同行生物學家了解後，得悉近期蜜
蜂消失的現象及其深遠的影響。
隊員尹偉霖指，奪得銀獎是極大的鼓

勵及肯定，激勵他繼續努力。李建樂則
表示，有幸與國際著名探險家黃效文一
同探險，感到十分高興，對方曾被美國
《時代雜誌》選為25位亞洲英雄之
一，「從他身上，我們了解到蜜蜂消失
的秘密。」

■翁祐中學中五生李建樂(右二)和尹偉霖(右一)與金獎得
主墨西哥隊合照。 校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
示，香港與內地落實「基金互認」安排，就好像基金
的CEPA，對香港金融市場有長遠影響，不但令兩地投
資者有更多基金產品選擇，而且世界各地基金業只要
落戶香港，就擁有打入13億人市場的黃金機會，吸引
力非常大。

影響不遜「滬港通」「深港通」
曾俊華昨日在其網誌表示，本港與內地落實「基金
互認」，是令人鼓舞的喜訊。他認為，「基金互認」
就好像基金的CEPA，對於香港金融市場的長遠影響，

絕不下於「滬港通」和正在籌備的「深港通」，特別
是從金融市場多元化發展的角度，「基金互認」對於
我們資產管理業務的發展，具有標誌性意義。

擁打入13億人市場黃金機會
他續指，根據互認安排，合資格的內地和香港基金

只要通過簡易的審核程序，獲得對方的監管機構認可
或許可，便可直接在對方的市場向投資者進行銷售活
動。換言之，兩地投資者都能夠有更多基金產品選
擇，而且對於世界各地的基金同業，只要落戶香港，
就擁有打入13億人市場的黃金機會，吸引力可想而

知。這對於香港要打造成為亞太區首屈一指的資產管
理中心和投資平台，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曾俊華指出，政府在人民幣業務和資產管理業務已

經打下基礎，也取得成績，未來會有很大的發展空
間。政府正着手開拓商品期貨、債券市場、金融科技
等業務，他希望在5年至10年後，可以在這些方面做
出成績，令香港金融業更多元化。
他又指，今天香港金融業已經不單是股市「炒上炒

落」，如果有人要拍《大時代》續集，他們可以運用
的題材肯定比23年前多上N倍，要掌握的金融知識當
然亦更多，也要更有國際視野，掌握全球各地動態。

小學強烈譴責激進分子滋擾學童
澄清懷仔僅接受評估非入學試 高永文：表己見不應辱罵圍堵

大成小學昨日在聲明中指，前日原訂舉行步行籌款活動，但因黃
色暴雨警告取消，有學生因未有家長接送而留在校內。有個別

團體前日下午到門外大叫、貼標語和拍打大門，滋擾學生和妨礙學
生放學，校方對這些團體針對學校表示遺憾。

大成：一切以學生利益為大前提
校方強調，一向盡心教育事務，一切以學生利益為大前提，懇請
各界停止滋擾學校和學生，如有任何查詢，應直接與入境處和教育
局聯絡。
校方又重申，懷仔並沒有向學校申請入學，校方在上周三收到陳
婉嫻電話後，安排懷仔在上周四下午接受能力評估測試，強調是次
評估絕非入學試。校方指，如要入讀該校，所有插班生必須按本校
校本機制進行入學評估。至於將來懷仔是否入讀該校，要視乎他能
否取得相關證件、教育局安排和懷仔及其家長的意願。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在公開活動表示，香港社會有人對
事件有不同意見正常，但市民表達意見時不應發生暴力事件，「除
了身體暴力，語言暴力或透過大聲喝罵、侮辱、圍堵一啲人，都係
不好的方式。」 他又希望該女生盡快平復心情，不要留下心理陰
影。

「整喊細路」元兇屈女童流「假淚」
然而，「整喊細路」的元兇「香港本土力量」發言人卻回應稱，

他們的抗議行動「有必要」，又辯稱示威者只是在校門外貼標語，
並無闖入學校搗亂，否認有騷擾任何無辜的人。他更質疑女學生流
的是「假眼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港匿藏9年的12歲

男童肖友懷（懷仔）日前到入境處自首後，獲發行街

紙等待入境處調查後處置，協助懷仔的工聯會立法會

議員陳婉嫻安排他到孔教學院大成小學進行能力評估

測試。大成小學因而成為多個本土派組織包括「香港

本土力量」和「熱血公民」的攻擊對象，學校前日被

一群示威者包圍，一名無辜的女學生慘被示威者的行

動嚇至嚎啕大哭。大成小學昨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這

些團體的無理行為，以及對學生的滋擾。

■一名女生早前被示威者嚇至嚎啕大哭。
資料圖片

■中年男子日前眼見示威者欺人太甚，隻身上
前與他們理論。 資料圖片

■「香港本土力量」和「熱血公民」煽動網民日前衝擊大成小學。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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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證男童懷仔自首並獲發「行街
紙」，「熱血公民」圍攻學校、圍攻立
法會議員辦事處，對懷仔作出網上欺凌，
弄得滿城風雨。事件反映所謂「本土派」
打着維護港人利益的旗號，實際上欺負
老弱婦孺，反社會、反人道、反法治，
冷血無情，令人髮指。
人權公約規定兒童有接受教育的權

利，學校則是依法提供教育的地方。特區政府向懷仔
發出「行街紙」，學校讓懷仔接受教育，是基於人道
主義、照顧兒童的精神。「熱血公民」對有關學校進

行流氓式圍攻，拍打玻璃門，以粗言穢語謾罵，還在
校門外張貼「偷渡」、「賣港賊」、「包庇罪犯無法
無天」等標語，令該校一名女生被嚇得嚎啕大哭。衝
擊學校、嚇喊女生，再次說明「熱血公民」無法無
天，恃強凌弱。
「熱血公民」還衝擊了立法會議員陳婉嫻的辦事

處，破口大罵「知法犯法，包庇偷渡」、「非法人蛇
賣弄悲情」，粗暴地干擾立法會議員的正常工作。任
何香港市民遇到困難，都可以向立法會議員求助，這
是天公地道的事。陳婉嫻作為一位負責任的立法會議
員，擔心無證小童長期得不到教育機會，會重蹈菲律

賓女童墮樓身亡的覆轍。基於人道主義，她向特區政
府有關部門反映情況，讓政府有關部門盡快介入，避
免悲劇發生，完全合法合情合理、克盡立法會議員的
責任。議員為民服務，解決社會問題，應該獲得表
揚，但居然被「熱血公民」抹黑誣陷，完全是顛倒黑
白，強詞奪理。
入境處處長向懷仔發出「行街紙」，體現了特區政府

的人道精神，但並不意味着懷仔可以即時獲得居留權，
因為還有許多問題要調查清楚。懷仔尚未成年，又未能
聯絡上其內地父母，不能確保他被遣返後在內地的安全，
所以入境處未有即時把他遣返。再加上懷仔適齡入學，
容許他在案件調查期間入讀本港學校，入境處處長完全
可以運用酌情權，作出緊急的、人道的處理，廣大市民
對此也是理解的，並沒有太大爭議。

目前，本港的非洲裔和南亞裔「酷刑聲請」者，累
計達1萬多人，他們一樣獲得「行街紙」。有人在香港
做非法勞工，有人販毒危害香港治安，損害香港工人
就業權益，為甚麼從來沒有見到「熱血公民」關注、
抗議？
現在，「熱血公民」把懷仔事件政治化，挑撥離
間，說甚麼「13億人會使用同樣的辦法蜂擁來香
港」，這是沒有根據的指責，完全失實誇張。「熱血
公民」等本土派口中說「勇武」，實際是懦夫，專對
無辜的學校和小童作出威嚇，說明他們內心陰暗，利
用事件攻擊對手，企圖撈取政治資本；更說明他們唯
恐天下不亂，挑撥離間、激化矛盾，製造社會不和的
局面，關心港人利益是假，抹黑特區政府和建制派是
真。

「熱狗」衝擊學校恃強凌弱冷血無情令人髮指 徐 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