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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上京述職 將簽港參與「帶路」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今日啟程上京，就上任特首後作
首次述職工作。她昨日透露，除了會向中
央領導全面介紹今屆特區政府過去5個多
月在社會、經濟、民生、政治等各方面發
展外，也會藉是次述職機會，代表香港與
國家發改委簽署一份關於支持香港參與和
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

與CEPA類似 簽後可落實相關工作

林鄭月娥表示，由於今日抵達北京將
已是晚上，故其上京行程主要在明日和
後日。她透露，行程間將會與國家發改
委簽署一份關於支持香港參與和助力
「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這個簽署
安排的提議是我早前向中央提出，在我
8月上京時亦得到中央支持。過去數月
我們與發改委草擬相關協議的內容，很
高興我們很高效率，可以完成這份協議

內容的文本。」她形容，有關安排與
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
經貿關係的安排》）類似，簽署後可據
此具體落實一些相關工作。
對於述職的內容，林鄭月娥表示會向中

央領導全面介紹今屆特區政府組成後，在
社會、經濟、民生、政治等各方面發展。
她表示，過去5個多月特區政府做了很多
實際工作，除了昨日政府進一步公佈的《免

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外，
特區政府在本學年開始已落實了每年3萬
元免入息審查的津貼，以減輕中學畢業生
選讀自資院校的經濟負擔。
青年工作方面，林鄭月娥亦提到自

薦的委任計劃，及政策創新與統籌辦
事處的二三十名非公務員職位的招聘
計劃，「這兩項工作都得到非常積極
的反應。還有就是由政務司司長公佈

關於給青年工作的共享空間措施，亦
已經初步落實。所以我覺得我們在青
年工作方面都已經開了一個相當好的
局面。」
她還談到推展創新及科技的進度，表

示由她擔任主席的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
會已經在上星期召開首次會議，「這個
是有接近10位局長、兩位司長都要參
與的高層次督導委員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經民

聯）作為立法會第三大黨，不

知不覺已經成立了5年。經民

聯昨晚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

行5周年慶典暨晚宴，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譚

鐵牛，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楊

義瑞，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立

法會主席梁君彥等出席。經民

聯主席盧偉國在致辭時表示，

經民聯未來會繼續與特區政府

攜手合作，並與不同政團保持

良性競爭，進一步促進香港的

繁榮穩定，不辜負廣大市民的

期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昨
日召開公開聆訊，討論審計報
告有關社福機構整筆撥款制度
的批評。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
俊賢質疑，部分機構的辦公室
開支及行政總裁薪酬，全數記
入一筆過撥款內，並未按收入
來源分攤賬目，做法不合理。
社署署長葉文娟表示，社署檢
討一筆過撥款專責小組已展開工作，期望制訂檢討範疇
後兩年內完成檢討，並會考慮審計報告提出的建議。
有立法會議員表示，社福機構鄰舍輔導會早前因錯估

財務預算，以致要大幅縮減服務及辭退員工，質疑政府
無法事先得知機構財務狀況。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
回應指，鄰舍輔導會經跟進後，最終毋須裁員。
葉文娟則表示，事件涉及鄰舍輔導會開辦大量非協議

服務兼未有事先向社署申報，亦未有通報財政狀況，以
致問題出現，令社署未能及早監察，日後會要求各機構
嚴守指引。她並指，部分社福機構對攤分辦公室及高層
開支，與社署有不同看法，需要再跟進。

社署：有監察蝕足3年機構
帳委會主席石禮謙要求政府交代，有否跟進在審計報

告中提及，有14間受資助機構在2013至2014年度起，
連續3年虧蝕情況。葉文娟回應指，社署一直有監察持
續3年虧蝕的各間社福機構，發現它們本身仍有財政儲
備，不影響其服務質量，並指若機構有財政問題，應盡
早通報社署。
對於審計報告指，2016年底津助機構保留47億元儲

備，個別機構的最高結餘1億元。葉文娟指出，如機構
累積儲備超出營運開支25%，社署可收回有關款項。而
在2015至2016年度，有34間機構需退還儲備共4,160
萬元，佔整體機構比例不算多。石禮謙認為，機構應將
儲備用於服務上，政府應監察他們如何使用盈餘。
葉文娟續指，機構可將儲備用於加強服務、策略性發

展及同工發展，將儲備作花紅獎勵同工，是薪酬措施，
政策上可以容許，但認為機構應善用儲備，與同工溝
通，提高透明度。

社福整筆撥款「混賬」
攤分開支「有排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民黨立法
會議員葉劉淑儀早前稱，因批評領展而被人
恐嚇，其後更捲入官非而被控告誹謗，不過
亦無阻她繼續抨擊領展。她昨日在其face-
book專頁發佈短片，夥拍新民黨南區區議
員陳家珮，走訪柴灣興民邨商場、香港仔華
貴邨商場及田灣邨商場，指其街市、停車場
及商場遭領展出售予私人發展商後，公共福
利設施大減，批評領展違反地契，將在立法
會上追究。
葉劉淑儀表示，在剛過去的周日，與陳家
珮走訪了三個商場，均是被領展出售後被居
民嚴重投訴的商場。
她指，根據地契，原本列明商場需有牙醫

診所，但現場所見，卻變了一輛流動牙醫
車；至於購物設施，全邨則只剩下一間超級
市場，連食肆也沒有。居民若要購買新鮮餸
菜，亦要乘小巴到邨外購買，對年長的居民
而言非常不便。

街坊大吐苦水
在短片中，葉劉淑儀與多個街坊傾談，不

少都向她大吐苦水，有街坊指商場轉售後，
原有街市及酒樓消失不見，日常生活受影
響，希望兩名議員能為他們發聲。葉劉淑儀
表示，房委會地契上列明商場需提供公共及
福利設施，但部分商場如香港仔華貴邨商場
則沒有相關設施；領展在出售屋邨停車場予

私人發展商後，發展商翻新後再租予居民，居民沒得選
擇只能捱貴租，但領展則免去責任，又賺得巨額利潤。
葉劉淑儀表示，她曾多次於立法會上發言，並於報章

撰文，指出解決領展問題需從根本做起，應研究由政府
批發給房委會的地契，在目前發展商肆意改建商場的情
況下，有否出現違契的情況，直言「要逐張地契去
查」，看看地契上列明需提供予居民使用的公共及福利
設施，有否因領展轉售而被新業主拆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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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兩年一度的
「港深城市 / 建築雙城雙年展（香港）」今屆
主題為「城市執生：留得青山在的傳奇」，探
討香港如何在高密度下成為宜居城市，由即日
至明年2月11日假香港及深圳共9個展覽場地
舉行。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在揭幕禮致辭時
表示，在今次展覽中，發展局會介紹如何把九
龍東打造為智慧城市，讓其成為充滿活力、智
慧及低碳綠色的第二個香港核心商業區。
由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規劃師學會及香港
設計師協會合辦的「雙城雙年展（香港）」昨
日在上環揭幕，不但展示香港獨特的建築、城
市規劃及設計執生智慧，同時探討香港如何面
對嚴峻的土地及城市高密度的問題，及討論城
市規劃的可持續性。整個展覽共有9個場地包
括中環站、中環街市、中環中心地庫、上環海
港政府大樓、灣仔香港藝術中心、銅鑼灣希慎
廣場跨層自動扶梯、銅鑼灣希慎廣場九樓辦公
室大堂、北角堡壘街18號及深圳南頭古城。
張建宗表示，香港面對城市高密度的問題，
今次展覽正好再次審視現況及思考未來城市可
持續發展的模式。他指出，政府於2015年展開

《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
略》研究，建議三大規劃元素，分別是規劃宜
居的高密度城市、迎接新的經濟挑戰與機遇，
及創造容量以達至可持續發展，並建議採用多
管齊下的方式去創造發展空間，包括推動東大
嶼都會和新界北兩個策略增長區。
他又指，在過去一段時間，政府已提出不少

增加土地的策略，坊間亦就土地供應提出不少
意見，暫時欠缺的是整體社會對這些選項的利
弊、取捨和優次的共識。有鑑於此，政府在今
年九月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希望推動
社會討論，及凝聚最大的共識。

張建宗：目標是港深成「設計雙城」
他並提到，深圳近年創新科技及創意產業發

展蓬勃，香港則擁有良好的國際網絡和專才，
兩地將積極推展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及前海深港設計創意產業園，目標是共同
打造香港和深圳成為亞洲區內首屈一指的「科
技及設計雙城」。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陳沐文致辭時表示，期

望大眾可由展覽得到啟發，增進他們對香港建
築及城市規劃的認識，同時觸發大家一起探討
當下的土地與城市規劃議題。

下載手機程式 玩「奪寶奇冰」
為吸引大眾參觀雙城雙年展（香港）各個展

覽場地，策展團隊設計了一項城市尋寶遊戲
「奪寶奇冰」。參觀者只需要下載相關的手機
程式，掃描埋藏在各展覽場地中的QR圖碼，
到訪一定數目的展覽場地後，便可獲贈以香港
著名建築物外形為設計的冰條模具或模仿香港
山脈形態的冰塊模具。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城市執生」變宜居 打造九東智慧城

■張建宗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經民聯：抓「帶路」灣區大機遇
續發揮工商專業優勢 貢獻祖國造福港人

■■眾嘉賓出席經民聯眾嘉賓出席經民聯55周年慶典暨晚宴周年慶典暨晚宴。。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林鄭月娥（左四）、譚鐵牛（左二）等出席經民聯5周年
慶典暨晚宴。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晚宴筵開逾60席，800名嘉賓到場
祝賀，包括社團領袖、政商界名

人、傳媒機構代表等。其間，舉行了簡
單而隆重的慶祝儀式，將經民聯5周年
主題「成就五載 建設未來」呈現於大
家眼前，寓意經民聯與社會各界團結一
致，為香港開創輝煌的將來。

盧偉國：育參政議政人才
盧偉國指出，經民聯在各界的鼎力支
持下茁壯成長，成績有目共睹，「5年
來，我們致力捍衛營商環境，為業界、
為社會的福祉做實事。在地區事務方
面，我們的地區網絡日趨完善，與市民
保持緊密接觸，服務社群。另外，我們
亦積極推展青年工作，培養下一代參政
議政人才。」
他又指，經民聯一直支持政府推動兩
地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流
通，在各個領域協助工商專業界開拓更

大的市場空間，掌握好眼前的機遇。除
了在有關方面繼續不懈努力外，他表
示，展望未來，經民聯會繼續與特區政
府攜手合作，並與不同政團保持良性競
爭，進一步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不辜
負廣大市民的期望。

林建岳：不忘初心 貢獻力量
經民聯監事會主席林建岳致辭時再次

感謝各界的鼎力支持。他強調，經民聯
將不忘初心，致力團結社會各界，貢獻
聯盟的力量，將香港建設得更加美好，
「展望未來，我們充滿信心。國家主席
習近平親臨香江，出席香港回歸20周
年慶祝活動取得圓滿成功，標誌着香港
局勢正出現回歸以來具有根本性意義的
好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任以後，聚
焦發展，促進和諧，得到了社會各方面
的支持，開局良好。」
他又說，經民聯將繼續發揮工商專業

優勢，抓住「一帶
一路」、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帶來的巨
大機遇，推動香港
發展，貢獻國家，
造福港人。
在晚宴表演環

節，先由經民聯青
委會成員「打頭
陣」，他們把中國
國粹「舞龍」搬上
舞台，以精彩的舞
龍表演，祝願經民
聯會務昌隆，為香
港帶來更多正能
量。其後，聯盟領
導接連上台獻技，
首先由副主席梁美芬帶領地區團隊上台
獻唱金曲《朋友》，憑歌寄意，希望香
港各界能夠攜手創造和諧和包容的社

會。盧偉國則與工程師樂隊以樂器演繹
多首金曲，更即場獻唱《獅子山下》，
贏得全場掌聲。

■葉劉淑儀(左)夥拍陳家珮走訪遭領展售予私人發展商
的商場。

■何俊賢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