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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局確認
財政司，李鵬飛議員，范徐麗泰議員，倪少傑先生，彭震海先生，司徒華先生，譚耀
宗先生，劉皇發先生，梁智鴻醫生，杜葉錫恩女士，黃匡源先生，陳偉業先生，陳坤
耀教授，鄭海泉先生，張建東先生，張文光先生，詹培忠先生，黃震遐醫生，林鉅津
醫生，劉慧卿女士，李永達先生，梁錦濠先生，李家祥先生，李華明先生，文世昌先
生，吳明欽先生，潘國濂先生，黃宜弘博士，楊森博士及楊孝華先生進行立法局確認。

立法局宣誓
布政司，張鑑泉先生，周梁淑怡女士，許賢發先生，李柱銘先生，李國寶先生，黃宏
發先生，何承㆝先生，夏佳理先生，鮑磊先生，林貝聿嘉女士，劉健儀女士，劉華森
先生，麥理覺先生，鄭慕智先生，馮智活牧師，馮檢基先生，夏永豪先生，何敏嘉先
生，葉錫安先生，林鉅成醫生，劉千石先生，麥列菲菲教授，唐英年先生，狄志遠先
生，涂謹申先生及黃秉槐博士進行立法局宣誓。

文件
㆘列文件乃根據會議常規第 14 條第(2)段的規定而呈交局方省覽：

項目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1991 年郵政署（修訂）（第 2 號）規例....................................................

270/91

1991 年公眾衛生及市政（公眾遊樂場）（修訂第
㆕附表）（第 6 號）令 ............................................................................

274/91

1991 年商標（修訂附表）令 .....................................................................

275/91

1991 年證券（帳目及核數）規則 .............................................................

276/91

1991 年證券（雜項）（修訂）規則 ...........................................................

27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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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證券（指定核准資產、流動資產及認可負
債）（修訂）公告 ....................................................................................

278/91

1991 年屠場（市政局）（修訂）附例 .......................................................

279/91

1991 年古物及古蹟（歷史建築物公布）
（第 2 號）
公告..........................................................................................................

280/91

1991 年立法局（普選日期）公告 .............................................................

281/91

1991 年香港㆗文大學規程（修訂）（第 2 號）規
程 .............................................................................................................

282/91

1991 年公司（修訂）條例 1991 年（生效日期）
公告..........................................................................................................

283/91

1991 年執業律師（修訂）條例 1991 年（生效日
期）公告..................................................................................................

284/91

1991 年商船（安全）（錨及錨鏈）規例....................................................

285/91

1991 年商船（安全）（貨船構造及檢驗）（1984
年 9 月 1 日前建造的船隻）規例 ..........................................................

286/91

1991 年商船（安全）（貨船構造及檢驗）（1984
年 9 月 1 日或之後建造的船隻）規例...................................................

287/91

1991 年商船（安全）（貨船安全設備檢驗）規例....................................

288/91

1991 年商船（安全）
（關閉船瞉及水密艙壁孔洞）
規例..........................................................................................................

289/91

1991 年商船（安全）（危險品）規例 .......................................................

290/91

1991 年商船（安全）（防火）（1980 年 5 月 25 日
前建造的船隻）規例 ..............................................................................

291/91

1991 年商船（安全）（火警裝置）（1980 年 5 月
25 日或以後但 1984 年 9 月 1 日前建造的船隻）
規例..........................................................................................................

292/91

1991 年商船（安全）（防火）（1984 年 9 月 1 日
或之後建造的船隻）規例 ......................................................................

293/91

1991 年商船（安全）（氣體運載船）規例................................................

2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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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商船（安全）（穀物）規例 ...........................................................

295/91

1991 年商船（安全）
（救生裝置）
（1986 年 7 月 1
日前建造的船隻）規例 ..........................................................................

296/91

1991 年進出口（㆒般）（修訂）規例 .......................................................

297/91

1991 年進口（輻射）（禁止）（修訂）規例..............................................

298/91

1991 年進出口（搬移貨品）（修訂）規例................................................

299/91

1991 年禁止（南非）進口（修訂）規例..................................................

300/91

1991 年進出口（戰略物品）（修訂）規例................................................

301/91

1991 年船舶及港口管理（修訂）規例 .....................................................

302/91

1991 年香港機場（專用區及租戶專用區）令..........................................

303/91

1991 年因數的指明（認可機構的財務風險）公告
.................................................................................................................

305/91

1991 年商品說明（製造㆞方）公告 .........................................................

306/91

1991 年學徒（修訂）條例 1991 年（生效日期）
公告..........................................................................................................

307/91

1991 年銀行業（修訂）（第 2 號）條例 1991 年（生
效日期）公告..........................................................................................

308/91

1991 年進出口（修訂）（第 2 號）條例 1991 年（生
效日期）公告..........................................................................................

309/91

1991 年工業訓練（製衣業）（修訂）條例 1991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310/91

1991 年工業訓練（建造業）（修訂）條例 1991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311/91

1991 年法定代表律師條例 1991 年（生效日期）
公告..........................................................................................................

312/91

1991 年職業訓練局（修訂）條例 1991 年（生效
日期）公告..............................................................................................

3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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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誤 .............................................................................................................

314/91

1991 年商船（安全）
（救生裝置）
（1986 年 7 月 1
日或以後建造的船隻）規例 ..................................................................

315/91

1991 年商船（安全）（載重線）規例 .......................................................

316/91

1991 年商船（安全）（載重線）（艙面貨）規例......................................

317/91

1991 年商船（安全）（載重線）（船隻長度）規例
.................................................................................................................

318/91

1991 年商船（安全）（載重線）（裝貨深度詳情）
規例..........................................................................................................

319/91

1991 年商船（安全）（㆖落船工具）規例................................................

320/91

1991 年商船（安全）（召集及訓練）規例................................................

321/91

1991 年商船（安全）（航海設備）規例....................................................

322/91

1991 年商船（安全）（航海警告）規例....................................................

323/91

1991 年商船（安全）
（客船構造）
（1984 年 9 月 1
日前建造的船隻）規例 ..........................................................................

324/91

1991 年商船（安全）（客船構造及檢驗）（1984
年 9 月 1 日或以後建造的船隻）規例...................................................

325/91

1991 年商船（安全）（領航員梯及升降機）規例....................................

326/91

1991 年商船（安全）（防護衣服及設備）規例........................................

327/91

1991 年商船（安全）（無線電裝置）規例................................................

328/91

1991 年商船（安全）（無線電裝置檢驗）規例........................................

329/91

1991 年選舉規定（程序）（修訂）規例....................................................

330/91

1991 年立法局（選舉規定）（程序）（修訂）規例
.................................................................................................................

331/91

1991 年定額罰款（刑事訴訟）（修訂）規例............................................

332/91

1991 年香港機場（障礙物管制）（綜合）（修訂）
（第 2 號）令..........................................................................................

33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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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基要服務團條例（修訂附表）令..................................................

334/91

1991 年商船（安全）條例（修訂附表）令..............................................

335/91

1991 年選舉規定（選民登記）（修訂）規例............................................

336/91

1991 年禁止（南非）進口（廢除）規例..................................................

337/91

1991 年㆟民入境（羈押場所）（修訂）令................................................

338/91

1991 年㆟民入境（受羈押者的待遇）（修訂）令....................................

339/91

關於立法局 1990 至 91 年度會期終結事...................................................

340/91

關於解散香港立法局事 ..............................................................................

341/91

1991 年印花稅（修訂）（第 3 號）條例 1991 年（生
效日期）公告..........................................................................................

342/91

1991 年儲稅券（利率）（第 4 號）公告....................................................

343/91

1991 年社團（㆗止條例第 26A 及 26B 條）令 ........................................

344/91

1991 年選舉規定（選舉訴狀）規則 .........................................................

346/91

1991 年立法局（選舉規定）（選舉訴狀）規則........................................

346/91

1991 年遊樂場（區域市政局）（修訂）（第 3 號）
附例..........................................................................................................

347/91

1991 年香港太平洋戰爭紀念撫恤金條例 1991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348/91

1991 年修正錯誤（第 2 號）令 .................................................................

349/91

1991 年㆟事登記（申請新身份證）（第 11 號）令
.................................................................................................................

350/91

公職的指定..................................................................................................

351/91

1991 年公司（表格）（修訂）規例 ...........................................................

352/91

1991 年指明路線（城巴）令 .....................................................................

353/91

1991 年供電系統（法定㆞役權）
（修正核准計劃）
令 .............................................................................................................

354/91

10

香港立法局――㆒九九㆒年十月九日
香港立法局

1991 年海魚養殖區（劃定）（修訂）（第 2 號）令
.................................................................................................................

355/91

1991 年宣布更改名稱（工業署署長）公告..............................................

356/91

1991 年船舶及港口管理（指定區域）（修訂）公
告 .............................................................................................................

357/91

1991 年噪音管制條例（豁免受第 6(1)及(2)條規
限）（赤 角）令 ....................................................................................

358/91

1991 年公安宵禁（更改）（第 3 號）令....................................................

359/91

1991 年儲稅券（利率）（第 5 號）公告....................................................

360/91

1991 年教育（修訂）規例 .........................................................................

361/91

1991 年噪音管制條例（豁免受第 6(1)及(2)條規
限）（青衣至大嶼山幹線）令 ................................................................

362/91

1991 年事務律師（業務賠償）（修訂）規則............................................

363/91

1991 年宣布更改名稱（土木工程署及土木工程署
署長）公告..............................................................................................

364/91

1991 年因數的指明（認可機構的財務風險）（修
訂）公告..................................................................................................

365/91

1991 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 1991 年（生效日
期）公告..................................................................................................

366/91

1991 年道路交通（修訂）（第 3 號）條例 1991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367/91

1991 年海魚養殖區（劃定）（修訂）（第 3 號）令
.................................................................................................................

368/91

1991 年船舶及港口管理（指定區域）
（修訂）
（第
2 號）公告...............................................................................................

369/91

香港立法局會議常規：關於立法局 1991 至 92 年
度會期開始事..........................................................................................

370/91

香港立法局會議常規
根據會議常規第 3(5)條作出的指定.......................................................

3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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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暫停
主席（譯文）
：我歡迎本局全體議員，包括新任議員及獲選為議員的舊議員。今晨的事
務至此完結。我現在根據會議常規的規定，暫停本局會議至今午㆓時㆔十分。

會議遂於㆖午十時㆓十五分暫停。
會議於㆘午㆓時㆔十分恢復。

總督施政報告
段數
(I)

引言

1

―

4

(II)

憲制發展

5

―

16

(III)

與㆗國的關係

17

―

29

(IV)

進度檢討和立法計劃

30

―

81

經濟
政府財政管理
香港的建設發展
環境
社會發展
衛生福利
治安
越南船民

37
51
53
55
62
65
70
77

―
―
―
―
―
―
―
―

50
52
54
61
64
69
76
81

82

―

87

(a)
(b)
(c)
(d)
(e)
(f)
(g)
(h)
(V)

結論：共同承擔責任
結論：共同承擔責任，維持良好管治
：共同承擔責任，維持良好管治

各位議員：
(I)

引言

1.
香港現正經歷㆔項關鍵性的轉變。這㆔項轉變都在塑造
都帶出了㆒個問題，就是怎樣處理到㆒九九七年的過渡。

我們的未來。它們也

2.
今屆的立法局，初次有大部分議員由選舉產生。這是本港憲制發展過程㆗的㆒
個里程碑。同時，從㆗英雙方簽署聯合聲明開始至㆒九九七年香港主權回歸㆗國為止
的㆒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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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到現在已過了㆒半有多。香港與㆗華㆟民共和國的關係，已踏入㆒個更密切和更
重要的新階段。
3.
香港社會本身亦正經歷轉變過程。隨 教育程度和經濟能力的提升，市民的期
望越來越高。我們已展開大規模的投資計劃，以改善本港賴以維繫市民生活水準的經
濟和社會基礎。這些計劃的目的，是要確保香港在㆘㆒世紀繼續成為亞洲首要城市之
㆒：
―
―
―

繁榮興旺；
安定太平；及
保赤安貧、照顧兒童和保護環境。

4.
我將會在這份施政報告㆗，檢討我們計劃怎樣應付這㆔項轉變。但我首先要歡
迎各位新任的和再度出任的議員加入本局。我亦要祝賀剛在競選㆗獲勝的議員。無論
各位透過甚麼途徑加入出任議員，本局是整體運作的，因此我想向全體議員說：各位
對我剛才提到的所有㆔方面轉變，都有責任作出不可或缺的貢獻。市民寄望你們確保
政府當局與社會㆟士盡量保持密切的接觸，了解他們的憂慮和期望。政府當局則寄望
你們提供協助，使政府能以居民的利益為依歸，做好管治香港這項重要的工作。我們
㆒起分擔責任，確保政府的各項政策和計劃都符合市民的最佳利益，並得到社會㆟士
的支持。
(II)

憲制發展

5.
今㆝我想談論的㆒項要點，是本局與政府當局之間在工作㆖的夥伴關係。假使
沒有本局在順利處理本港立法和財政事務方面的支持和合作，政府將不能提供市民所
期望和應得的服務質素和選擇。政府當局則必須修改本身的處事程序，以適應本港現
已實行的、更具代議形式的政制。
6.
在香港現行的憲制㆘，政府當局不會提名候選㆟參選，亦不能自行推出由本身
的傳播機構和選區組織所支持的政黨。相反㆞，在進行選舉的時候，政府當局必須保
持㆗立。它的職責是鼓勵社會㆟士踴躍參選和投票，以及確保競選在公平的情況㆘進
行。這個角色與西方民主制度㆘執政黨所擔當的角色極為不同。
7.
因此，政府當局若要通過法例和為各項計劃取得撥款，就必須贏取本局大多數
議員的支持。這意味 須與本局建立衷誠合作的夥伴關係。政府當局會盡本身的責任，
向本局提出我們相信是切實可行、審慎周詳和符合公眾利益的措施。我們會為議員提
供所需的各項資料和說明，以便他們對我們的建議進行審議，並如我所望㆞予以支持。
政府當局決意滿足市民的各項需要，並藉此以積極的態度回應本局全體議員的建議和
批評。
8.
為達到這些目標，公務員將須與各位議員緊密合作。從今㆝開始，本局只設有
㆔個官守議席；㆖屆會期有 10 個，而六年前則有 22 個。現時在本局寥寥可數的幾位
官守議員，不可能負擔解釋政府當局每㆒項建議的工作，更不可能解答各位議員就細
節事項提出的問題。因此，為幫助本局全面和直接了解政府涉及多個範圍的各項政策，
並協助政府當局與各位議員建立有效的夥伴關係，我將會指派其他官員在適當時候列
席本局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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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這些官員將負責向本局提交條例草案、解釋開支建議、答覆議員質詢，以及在
辯論㆗作出回應。他們將擔當㆒個重要角色，就是在日常運作㆖提供有效的聯繫，以
便本局議員能夠最妥善㆞履行對市民的責任。新的組織架構需有新的程序。我深信各
位會歡迎這些官員所能作出的貢獻，並會協助發展這種與政府㆟員的新關係。
10.
同樣重要、甚或更為重要的，是本局與行政局之間的關係。根據本港的政制，
行政局無論現在或將來，都是本港釐定政策的主要機構。行政局議員在反映立法局議
員的意見和關注，以及向各位議員和廣大市民解釋政府當局的建議方面，將會扮演越
來越重要的角色。這將有助政府當局與本局議員在工作㆖建立有效的夥伴關係。我們
需要讓行政局議員有更多時間審議政策事宜和它們所牽涉的問題，而不應讓例行公事
充斥行政局的議程。當局已詳細研究怎樣達致這個目標。我們正在簡化行政局的工作
程序，以便該局議員可以更集㆗和更早㆞處理必要的事項。
11.
同時，我知道各位議員亦會希望檢討立法局的組織和處事方式。立法局的會議
常規和程序，應由各位自行決定。但我可以向各位保證，你們在尋求嶄新或更完善的
方法執行立法工作時，定會獲得政府當局的充分合作。
12.
我剛才概述的各項轉變只是即需處理的事項。進㆒步的憲制發展將會在㆒九九
五年推行。屆時立法局將會全部由選舉產生，其㆗至少㆔分㆒的議員由直選選出。議
員將自行選出主席。委任議員的制度將告撤消。再沒有公務員出任議員。直選議席將
會增加；功能組別的數目亦會增加。有些議員會由㆒個選舉委員會選出。
13.
我們現正檢討整個選舉制度，以便為㆒九九五年作好準備；這項檢討應可在明
年年年㆗完成。須考慮的主要事項之㆒，將會是設立㆒個獨立的選舉事務專責委員會。
這樣的㆒個委員會可以負責規定選舉程序，包括拉票活動規則、政黨在選舉㆗所擔當
的角色，以及競選開支的問題。
14.
此外還有其他重要問題須要處理。本港的選舉規則現時分別載於多條法例內。
我們需要㆒個具有連貫性的選舉法例架構。另外，我們亦須就㆒些重要事項，例如劃
定選區分界和青少年投票年齡問題，作出決定。稍後，當我們積聚了本局怎樣以新形
式運作的經驗後，便須考慮應否就㆒九九五年各個選舉組別在本局所佔議席的準確比
例，與㆗國當局作進㆒步磋商。
15.
今後㆕年內，本局大部分會議將由歷來首位委任的副主席施偉賢先生負責主
持。他將要肩負㆒項重的任務，就是確保本局事務得到公正和有效率的處理。他的任
命，是我們邁向㆒九九五年立法局全部由選舉產生的政制演進過程㆗，意義重大的㆒
步，同時亦突出本局在與政府當局的夥伴關係㆗，將會擔當明確而獨立的角色。施偉
賢先生在擔任公職方面表現出眾，更有多年出任立法局議員的經驗，是本局首任副主
席的特佳㆟選。我相信各位議員定會樂意和我㆒起歡迎施偉賢先生履任新職，並祝他
工作順利。
16.
本局過去的運作，㆒向都具有務實精神和尊重他㆟意見的特點。我們必須秉承
這些容忍謙讓、通情達理和坦誠辯論的傳統。㆒個專注於解決問題、作出決定和盡可
能達致共識的立法局，最能造福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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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的關係

17.
還有不足六年，㆗國便會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這個簡單的數字，正好說明為
甚麼處理到㆒九九七年的過渡這項工作，對政府當局以至整個社會都極為重要，同時
亦說明我們為甚麼必須重視在各個層面與對等的㆗國官員建立融洽和有效的夥伴關
係。
18.
經過多年來的發展，香港的社會和經濟制度與㆗國所採用的截然不同。部分由
於這個原因，㆗港雙方的關係並非時常融洽得盡如㆟意。由於歷史給予香港另㆒套管
理本身政治和經濟事務的方式，因此我們不能假定自己的處事方法，能夠即時得到北
京的理解和欣賞。
19.
這並不是說在㆒九九七年後，香港將要改變㆒向以來的處事方式，以配合北京
的制度。香港的處事方式和本身的制度，將會維持不變。
「㆒國兩制」就是這個意思。
但假如我們要與㆗國建立我們所需的夥伴關係，香港所有的㆟，包括本局議員、公務
員和廣大市民，都必須耐心和謹慎㆞力陳香港的觀點，同時願意以同樣的耐性和謹慎
態度，聽取對方的意見。我們的目標和期望，應是使自從簽署聯合聲明以來，㆒直有
助於消除雙方歧見的理智和善意，繼續保持㆘去。㆖月英國首相訪問北京，並簽署關
於新機場的諒解備忘錄，已為我們這個期望添㆖生機。
20.
諒解備忘錄簽署後，本港已展開機場和港口設施的建設工程。為了使香港得以
保持國際主要商貿㆗心的㆞位，以及繼續在華南㆞區的發展㆗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
這些工程實在是非常重要的。此外，這些建設計劃亦會大大改善九龍區居民的生活環
境，使他們毋須再受到啟德機場造成的噪音和其他問題所困擾。啟德機場現址和新界
整個西半部將可供發展用途。這些都是令㆟振奮的目標。
21.
諒解備忘錄廣為香港和海外㆟士視作㆗港雙方現正發展夥伴關係的證明。這種
關係的基礎，是雙方為了香港的最佳利益，願意消除彼此之間的歧見。諒解備忘錄顯
示了：只要有耐心、毅力和善意，即使在㆗港關係方面遇到最棘手的問題，也可迎刃
而解。
22.
英國首相北京之行，象徵這個更緊密合作的新階段已告展開。我認為此行再次
顯示英國信守對香港所作的承諾。英國政府已清楚表明，保證會履行對香港的責任，
直至㆒九九七年為止，同時確保我們會繼續維持強而有效的管治。英國首相和外相前
往北京和來港訪問，在言行㆖都肯定㆞強調了英國承擔責任的決心，使我們感到莫大
的鼓舞。
23.
我預期在未來的㆒年，聯合聯絡小組將會以新的動力，專心致志㆞進行工作。
英國首相在北京與㆗國領導㆟會談期間，雙方同意應加速聯絡小組的工作，並為該小
組提供㆒切所需的資源，以期在㆒九九七年來臨時，早已為其後的制度做好了㆒切所
需的準備。聯絡小組現在應已可比近期更有效率和更抉捷㆞運作。我很希望這會使到
該小組能夠解決雙方仍未談妥的問題。
24.
越接近㆒九九七年，便越有需要與㆗國更緊密㆞磋商和合作。由現在開始，英
國外相將會定期每六個月與㆗國外交部長舉行會議。這些會議會為㆒九九七年前要做
的工作增加推動力。我本㆟亦期待與㆗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定期舉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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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我希望這些與㆗國高層領導㆟進行的頻密和直接接觸，可讓我們比以往有些時
候更快捷㆞處理重要事務。我打算確保在政府各層面反映這種更密切和務實的關係，
使越來越多政府部門與㆗國對等部門在工作層面㆖展開接觸。
26.
無論在質和量方面，香港與㆗國在工作㆖的接觸都在改善㆗。本年至今已有近
100 個香港政府代表團，就廣泛的公務訪問㆗國。從㆗國來港訪問的代表團亦有超過
60 個。我們接待了多位㆗國高層官員，包括姬鵬飛先生、魯平先生、財政部及能源部
的部長，以及湖北省和江蘇省的省長。我希望這種趨勢將會持續。
27.
這些高層訪問固然重要，但㆗港之間全面而順其自然的接觸也是非常重要的。
截至八月底為止，由陸路經㆗港邊境前往㆗國或進入香港的各類旅客，超過 2300 萬㆟
次。這個數字說明香港與㆗國大陸之間，已有廣泛的私㆟接觸。這是自然的發展。我
們會予以鼓勵。
28.
除了這些㆟際接觸外，兩㆞亦已建立廣泛的雙邊貿易和投資關係。過去 10 年
間，商界㆟士已覺察到㆗國經濟改革所帶來的種種新機會。香港在廣東省和㆗國其他
㆞方投資製造業和加工業所帶來的新生產量，有助維持香港本身的經濟增長，同時亦
有助促進華南㆞區的整體發展。廣東省內有多達 300 萬名工㆟受僱於港商開設的工
廠，相等於香港本身製造業勞動㆟口的㆕倍。在廣東省的外來投資有 80%以㆖來自香
港。我們不要忘記，單是廣東省的㆟口便多過英國或法國全國㆟口。該省在未來多年
仍有龐大的增長潛力。事實㆖，我相信華南㆞區有潛力在今後數十年間，成為亞洲經
濟增長最大的㆞區之㆒。
29.
確保主權能在㆒九九七年順利和妥善㆞移交，是值得我們竭盡所能和努力不懈
去達致的目標。本局議員將會在這個過程㆗如同在其他政府事務方面㆒樣，擔當重要
的角色。這項任務將不會是輕易的。不過，應付這項挑戰也許正是我們對本港市民應
盡的最大責任。我深信我可以信賴本局在這方面履行它的責任。

(IV)

進度檢討和立法計劃

30.
我現在想轉而談談我在這份施政報告開始時提到的第㆔項主要轉變，就是政府
推行的各項發展香港經濟、基礎建設和社會基礎建設計劃所帶來的社會變化。
31.
這些計劃所涉及的範圍，實在值得強調。政府不但在機場、新港口設施和保護
環境措施方面作出龐大的新投資，而且亦在高等教育方面進行前所未有的擴展。舉例
來說，由現在至㆒九九五年，本港高等教育的㆒年級學額會由 14000 個以㆘增至 20000
個以㆖。特別由於我們決心要在擴展學額時維持國際認可的水準，這項成就將會是很
不簡單的，也需要各有關方面作出不少努力才能達致。不過，這足以顯示，政府單在
㆒個範疇內為改善市民的生活和生計而釐定的計劃，已是多麼龐大和重要。
32.
在社會福利方面，今年發表的白皮書列舉了本港需要進㆒步致力改善和擴展的
社會服務範疇，特別是照顧處境不利的㆟士、老㆟和易受傷害的兒童。我們將會在基
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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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方面提出重要的新建議，並將於短期內就傷殘㆟士的服務問題發表㆒份內容全面
的綠皮書。
33.
除了㆖述各項重大計劃和新措施外，我們還會進行其他較傳統的計劃，其㆗有
很多是我們往往視為理所當然的。舉例來說，我們㆒直不斷改善㆗小學教育的質素，
而本港的房屋計劃，仍然是全球規模最大和最出色的房屋計劃之㆒。目前約有 300 萬
㆟在房屋委員會轄㆘的單位居住，佔本港㆟口半數以㆖。由現在至㆓零零㆒年，房屋
委員會將會興建近 40 萬個單位。這是政府不斷為本港社會的未來作出投資的㆒個主要
範疇。以㆖各項計劃都利用了我們在經濟方面取得的成就去提高本港的生活質素。
34.
本局議員積極參與制訂這些計劃，提供意見，批准撥款。有㆒點值得緊記的是：
我們必須有進㆒步的經濟增長，才有能力增加撥款。此外，各位更辯論和通過法例，
為把政策付諸實行的工作提供必要的架構。單在今屆會期內，政府當局預計會將百多
項條例草案提交本局審議。
35.
這項立法計劃，將會在解決香港的主要問題和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方面，作出
重大貢獻。讓我舉幾個例：
―

當局將會向議員提交重要建議，藉以打擊㆔合會和對付販毒活動。

―

至少將會有六項旨在改善㆒般工㆟僱用條件的條例草案。

―

當局將會提交保護婦孺、免得他們在家㆗遭受虐待的條例草案。

―

當局將提交若干條例草案，使香港現有的法例符合㆟權法案條例的規定。

―

當局將會採取連串措施，加強管制污染。

36.
我不打算在這次施政報告㆗詳細說明所有這些重要的政策和立法建議，因為這
會使施政報告變得太冗長了。我將會轉而集㆗談論㆒些有進展的主要範圍，以及在未
來㆒年內須尋求議員支持的㆒些重要法例。我相信議員將會充分利用辯論施政報告的
機會，就他們特別關注的問題發言。政府當局期待聽取各位的意見。在辯論的後半部，
各科司級首長會就議員的意見，作出回應，並藉此機會更詳細闡述政府當局的政策和
計劃。
(a) 經濟
37.
我應首先談談經濟。經濟方面的成功是本港生活水準的唯㆒保證。經濟若不持
續增長，我們便不能繼續推行提高社會服務和其他服務水平的各項龐大計劃，更不可
能對這些計劃作出改善。
38.
㆒九九㆓年的前景看來相當樂觀。目前有充分理由可以對㆗期經濟展望抱相當
樂觀的態度。國際形勢與我㆖次發表施政報告時，已大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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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去年十月，全球受到㆗東危機影響，㆒些最重要的經濟體系陷於衰退。本港當
時尚未能就新機場問題與㆗國達成協議。這㆒切都令本港的經濟前景陰霾密佈。
40.
㆒年後的今㆝，聯軍在波斯灣戰爭㆗取得勝利，消除了㆒項對世界和平的主要
威脅。同時，就新機場問題與㆗國達成的協議，亦已為本港在今後 10 年的經濟擴展掃
除障礙。
41.
今年頭七個月的本港產品出口，以實質計算增長了 2%，去年同期則㆘降 3%。
轉口貿易亦見蓬勃，㆖升達 26%。其他經濟活動指標也都向好。本港和海外商㆟在廠
房和設備方面的投資，大幅增加。在本年頭七個月，這方面的投資比去年同期㆖升
18%。我們已可調高較早時對本港經濟增長作出的預測，我們現在預期本年的經濟增
長約會是 4%。
42.
香港的經濟成就，與我們作為華南㆞區門戶的傳統㆞位有密切關係。我們與㆗
國的貿易繼續迅速增長，㆒九九零年的增長率為 15%，而在㆒九九㆒年頭七個月，增
長率更驚㆟㆞高達 27%。因此，香港與經濟迅速增長的華南㆞區之間的密切商業和投
資關係，正在不斷發展。計劃在亞洲大展拳腳的跨國公司的行政要員，如能留意這點，
並且認識香港在這個重要的經濟增長㆞區將會扮演的角色，應會無往而不利。
43.
雖然本港在經濟增長和拓展全球貿易方面成績驕㆟，但仍難免繼續受到㆒些問
題困擾。有些問題是由㆒些在海外發生而又非我們所能控制的困難引起的。去年八月，
科威特受到侵略，嚴重威脅本港的前景；本年八月，蘇聯發生企圖政變事件，同樣打
擊國際投資者的信心，幸好蘇聯突發的政治危機迅速獲得解決。不過，這事件再次提
醒香港㆟，世界各㆞商㆟的信心是何等脆弱，世界市場是何等反覆無常。這些情況都
會影響香港。我們已不再以出口輕工業製成品為首要經濟活動，並已同世界金融市場
完全合為㆒體。我們必須預期香港將會比其他㆒些㆞方更容易受到世界各㆞發生的危
機所影響。我們必須對我們全球市場所發生的事情，日益提高警覺。
44.
至於本港內部，通貨膨脹依然是備受關注的主要問題。去年我曾說過，通脹問
題不是可以輕易解決的。政府在本年五月凍結各項收費，並削減煙草稅的增幅。公務
員亦作出貢獻，接納了不會剌激通脹的薪酬增幅。此外，我們也致力限制其他方面的
公共開支。
45.
㆖述措施已見成效。通脹率由本年㆕月 13.9%的高峰，㆘降至八月的 12.7%。
但這個通脹率仍嫌過高。我們必須立即考慮可以採取甚麼其他措施去減低通脹。
46.
如果我們不設法消除某些不利於經濟增長的結構性障礙，通長率顯然便會有繼
續處於過高水平的危險。其㆗㆒項主要障礙，是㆒些經濟部分內出現的勞工嚴重短缺
現象。通貨膨脹只是我們為長期勞工短缺而須付出的代價的㆒部分。此外，勞工短缺
也嚴重㆞局限了本港經濟擴展和製造更多財富的能力。同時，隨 本港多項基建工程
相繼展開，勞工緊細的情況將會日趨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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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因此。我們正面臨㆒項抉擇。我們是否承認有需要透過審慎管制的輸入勞工計
劃，來增強本港的勞動力，還是任由勞工緊細引致經濟增長放緩，使通脹惡化？我認
為我們必須選擇經濟增長，但必須是有適當保障的增長，因此我們正在考慮擴大有管
制㆞輸入外㆞勞工的計劃，但只限於勞工短缺最嚴重的經濟部分。
48.
我們當然不會任意擴大這項計劃，以致本㆞工㆟的生活水準受到損害。我們的
目的，是要消除對經濟增長的㆒大障礙，使本港市民整體㆖更加富裕。
49.
政府對本港勞動㆟口的責任，不僅是在有需要輸入外㆞勞工時確保他們的利益
受到保障，還須在工㆟的健康與安全、僱用條件和賠償方面，提供法律保障。在今屆
會期，當局會請各位議員考慮：
―

加強對貨物搬運和有關作業的管制；

―

立例規定就噪音造成的失聰作出賠償；

―

㆒項直接解決小額賠償申索的計劃；

―

改善對職業介紹所的規管；及

―

改善長期服務金計劃，使 45 歲以㆘僱員服務滿五年後便有資格在受解僱時領取
長期服務金。

50.
本港經濟政策的重要㆒環，是確保我們能因應瞬息萬變的科技環境而作出回
應。明年㆒月㆒日，新的工業技術發展局將會成立。該局會就本港工業應如何跟㆖世
界各㆞的科技發展，以保持香港的競爭優勢，向政府提供意見。此外，該局最重要工
作之㆒，就是建議撥款予某些選定行業，以進行應用研究和發展。
(b) 政府財政管理
51.
稍後在本局辯論施政報告時，財政司會詳細解釋政府當局採取甚麼策略，在顧
及我們所面對的種種經濟和財政限制的情況㆘，斥資進行各項計劃。但基本原則是明
顯的。我們的策略如要取得成功，就必須確保整體的開支增幅，與經濟增長率互相配
合，也就是說，我們必須不斷反覆審核各項開支計劃和現有的承擔。我們必須作好心
理準備，在有需要時將某㆒計劃的資源撥供另㆒計劃使用，以反映優先次序㆖的改變。
52.
我們必須與本局的財務委員會合作，致力尋求以更具效益的方法，特別是透過
提高公務員的生產力，向市民提供各項公共服務。市民有權期望當局在提供較高質素
的服務時，作出審慎的財政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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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香港的建設發展
53.
去年，我重申政府有意在赤 角興建新機場。㆖月與㆗國當局簽訂的諒解備忘
錄，意味 我們可以充滿信心㆞開展這項計劃的㆘㆒階段工作。新機場總綱計劃和具
關鍵性的機場財務顧問報告，將於㆔個月內完成。新機場本身及其通往市區的鐵路、
各主要道路和大橋，構成了我們稱為機場核心計劃的組合。這項核心計劃現已取得很
大的進展。
―

機場㆞盤本身的開拓工程合約，不久便會進行招標。這個㆞盤佔㆞超過 1200
公頃，比九龍整個界限街以南的㆞區還要大。

―

西九龍沿岸的 300 多公頃填海工程正全面進行。我們已可目睹建造新防波堤和
避風塘方面可觀的進展。

―

我們預期在年底前收到承建青馬大橋的投標。青馬大橋將會是全球最長的吊橋
之㆒。

―

在未來數月內，汲水門橋亦將招標承建；該橋是青衣至大嶼山幹線的另㆒段主
要組成部分。

―

明年初，當局將邀請私營機構就興建六線行車、全長 1.5 公里的西區海底隊道
提出建議。

―

在未來數月內，其他重要的運輸工程，包括北大嶼山高速公路，亦會招標承建。

―

東涌新市鎮的預備工程，將於本月底前招標。

―

最後，西九龍高速公路和機場鐵路的設計工作已進展至最後階段。

54.
有㆟仍然擔心我們能否負擔這些龐大工程的費用。我相信我們有這個能力，也
必須作出這樣的負擔。當然，我們需要審慎計劃㆖述和其他主要工程的融資安排，同
時必須控制成本，嚴密監察財政預算。不過，有㆒點是值得緊記的：我們現時預期機
場核心計劃在六年建築期內的開支，僅佔本港非經常開支總額約㆕分之㆒。這個開支
水平相當於同期的全年本㆞生產總值的 2%左右，這個數字僅略高於㆞㆘鐵路在興建
期間在本㆞生產總值㆗所佔的比率。
(d) 環境
55.
有㆟亦擔心本港目前所進行的眾多基建發展，會對環境造成影響，但亦有㆟對
機場的搬遷大感欣慰，因為在機場遷離啟德現址後，飽受飛機噪音之苦的九龍區居民，
將可享有大為改善的居住環境。
56.
致力改善環境仍是當前急務。去年，我提出㆒項有關改善環境的綜合計劃，以
確保經濟進步不會令本港的空氣和食水污染情況變壞。

20

香港立法局――㆒九九㆒年十月九日
香港立法局

57.
當前要務之㆒，是處理本港每㆝產生 22000 公噸以㆖的垃圾。我們亦必須停止
把本港㆕周水域視為傾倒污水和化學廢物的㆞方。本港每年將 7 億公噸以㆖未經處理
的污水和化學廢物排放入溪流和沿岸海域，其㆗大部分直接流入海港範圍。為解決這
些問題，我們已展開㆒項全面性的計劃，以改善本港化學廢物、污水和垃圾處理設施。
要解決由來已久的環境問題，耗資非常龐大；不過，儘管受到嚴重的財政限制，我們
將會繼續推行這項計劃，因為這是必須的。單是未來五年，我們已就這項重要的計劃
撥出約 80 億元的經費。
58.
此外，我們還要制訂新的立法管制措施。在今屆會期內，我們將會提請各位議
員考慮㆒些措施，以收緊管制空氣和水污染的法例，以及考慮有關管制有毒廢物的新
建議。
59.
污染問題是無分㆞域界限的。我們的計劃如果要成功，就必須與毗鄰的廣東省
緊密合作。我們正逐步建立互相合作的習慣和機制。在未來㆒年，港粵環境保護聯絡
小組須討論的事項將十分繁多。舉例來說，我們要推行改善污水處理的計劃，就必須
與㆗國當局合作，敷設㆒條 10 公里長的海底排污管。環境保護聯絡小組已成立㆒個由
環保專家組成的聯合小組，提出管制措施，遏止后海灣日益嚴重的污染情況。
60.
改善環境並非全賴政府甚或私營機構對大型基建工程作出投資。有時只需付出
少許代價便可以取得重大的改善。本港學校可以在毋須對課程作出重大改變的情況
㆘，更 重教導學生認識環境問題的重要性；我們必須令年輕㆒代注意他們的生活環
境，才可建設㆒個「更綠化」的香港。此外，更多私營公司和政府部門可以推行節省
能源和紙張的措施。市區區議會亦可推動植樹工作。事實㆖，有些㆞區已在街道㆖加
種樹木，使環境得到大大改善。
61.
要有清潔安全的環境，便需我們大家作出身體力行的承擔。香港的生活質素有
賴大家認真肩負對環境的責任。對政府來說，改善環境仍然是九十年代㆒項須優先應
付的重大挑戰。
(e) 社會發展
62.
我剛才談到生活質素。本港市民過去曾作出很大的犧牲，去營造本港的經濟和
發展基礎建設。我們現正為未來 10 年展開更大規模的新投資計劃。不過，我們致力追
求經濟增長，目的並非僅是為了改善經濟，而是要利用所增加的財富改善全港家庭的
生活水準，並為全體市民創造美好的安穩的生活方式。
63.
今日的香港，無論在社會和經濟方面，成熟程度足與很多已發展國家媲美。在
這樣的㆒個社會裏，政府對改善社會服務和保障處境不利的㆟士所作的承擔，必須不
少於對改善基礎建設的承擔。這正是我們在近數十年㆒直十分重視社會服務的原因。
我們在這方面已取得很多成果。
64.
不過，在提供社會服務方面仍有㆒些㆞方未能達到應有的標準。政府當局會不
斷制訂建議，以補充現時不足的㆞方，並會增加我們對處境不利和易受傷害的㆟士的
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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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澄清㆒點：政府當局並沒有把提高本港社會服務質素和增加服務種類的工作，視
作㆒項奢侈品。這項工作的重要性，絕不低於我們在港口設施或新道路系統㆖所作的
投資。
(f) 衛生福利
65.
醫療衛生方面正進行重大的改善。醫院管理局已在去年十㆓月㆒日正式成立，
並會由今年十㆓月㆒日起接管所有政府和補助醫院。這項重要的改革，將可讓我們提
高全港公立醫院的病㆟護理服務質素。我希望在㆒年內，在過度擠逼的病房內排列成
行的帆布床，將成為歷史陳蹟。
66.
據㆒項主要政策檢討所得的結論，我們過去對基層健康護理的關注不足。較長
遠來說，改善基層健康護理大可減少其他醫療開支。該項檢討的主要建議包括：
―

推出新的學生保健服務；

―

改善學童牙科保健計劃；

―

發展電腦化的健康資料系統；

―

加強我們的健康教育計劃；及

―

為婦女和高齡㆟士增設健康檢查服務。

67.
此外，政府亦會向議員提出多項與衛生和福利有關的立法建議。我希望這些建
議將可獲得各位議員全力支持。當前急務之㆒，是管制吸煙和勸諭市民切勿吸煙。政
府將會引進新法例，進㆒步限制煙草產品的使用、銷售和宣傳。限制措施包括訂定最
高焦油含量、採用措辭更嚴厲的健康警告、劃出更多非吸煙區，以及對煙草業贊助的
定義作出更明確的界定。
68.
在福利服務方面，政府當局將會要求各位議員審議有關保護兒童法例的重大修
訂，以重新界定兒童需由社會福利署署長和法庭保護的情況，並增加調查權力。這些
修訂將會防止明顯㆞不適合照顧兒童的㆟士負起照顧兒童的責任。
69.
今年是「聯合國國際傷殘㆟士十年」的最後㆒年。為了配合這項活動，本港將
發表㆒份綠皮書，提出㆒套全面的建議，幫助本港的傷殘㆟士。我們的目標不僅是向
傷殘㆟士提供援助，更盡可能給予他們與其他社會㆟士平等的機會。將會考慮的措施
包括：
―

讓弱能兒童有更多接受主流教育的機會；

―

為沒有能力在勞工市場與其他㆟全面競爭的㆟士，設立更多庇護工場，並積極
鼓勵僱主聘用傷殘㆟士擔任與健全㆟士同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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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嚴重弱智㆟士設立更多展能㆗心和留宿照顧設施；

―

加強有關工作，令傷殘㆟士更容易使用大廈設施和各種交通工具；

―

制訂康復服務策略，以顧及高齡㆟士不斷增加的情況；及

―

推行教育計劃，以改變市民對傷殘㆟士的態度。

(g) 治安
70.
我現在轉談治安問題。本港市民正確㆞關心到香港應繼續成為㆒個可以安居樂
業、建立家庭的太平城市。政府也有同感。我們不會讓治安水準㆘降。雖然幾宗令㆟
矚目、備受報導的案件予㆟相反的印象，但本港的罪案數字整體㆖並沒有增加。我們
的罪案率仍然遠低於很多其他備受罪案問題困擾的大城市。
71.
不過，暴力罪行最近有所增加，確實值得關注。在過去五年，涉及槍械或仿製
槍械的劫案增加了㆔倍。政府與市民對這類罪行同樣深惡痛絕。暴力罪行是不能容忍
的。我們必須採取堅定措施，防止這類罪行。我們亦將會這樣做。
72.
當局已派遣更多警務㆟員在街㆖巡邏。為了增加巡邏㆟手，當局須調派㆒些原
本負責支援工作的警務㆟員擔任行動職務、重新調配警察機動部隊㆟手，以及更多使
用輔警。免除警務㆟員管理萬宜水庫羈留㆗心的責任，亦有助紓緩警隊㆟手。現時每
㆝在街㆖巡邏的警員較㆔個月前多 200 名。此外，本港警方在㆕個總區都設有衝鋒隊，
他們配備了火力更強的先進武器和保護裝備。衝鋒隊的工作，是在接到「999」求救電
話後立即出動，並在緊急情況㆘迅速支援巡邏㆗的警務㆟員。
73.
過去 12 個月，警方採取了連串大規模防止嚴重罪行的行動，成績斐然。這些行
動得以進行，全賴警方掌握到有關槍械來源及罪犯與犯罪集團身份的情報。由於與㆗
國當局加強合作，蒐集情報的工作更見事半功倍。本港警方現正與㆗國公安部門在打
擊越境罪案和迅速交換情報方面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
74.
走私活動，特別是把汽車和電器偷運往㆗國的情況，㆒直備受關注。不過，在
本年㆓月成立的反走私特遣隊，已取得顯著的成效。本年㆓月，名貴汽車被偷竊的案
件多達 167 宗，而九月則只有 27 宗。每日把數以千計的電器偷運往㆗國的匪黨，發覺
現時從事這些非法勾當比前困難得多，因為現行法例使執法機構更容易查出和檢控那
些協助匪黨走私的㆟士。我們在緝私方面的成功，說明了即使看似極為棘手的治安問
題也是可以克服的，只要我們㆘定決心、與㆗國當局加強合作、改善我們在治安方面
的協調工作，以及實施更嚴厲的法例管制，便可成功。
75.
撲滅有組織罪行必然繼續是另㆒項須優先處理的主要工作。其他國家在剷除有
組織犯罪集團勢力方面獲得的成功，顯示我們也可以辦得到。自從我去年發表施政報
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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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警方㆒直密切注視本港㆔合會組織和活動的最新發展，同時不斷加強㆞面的反㆔
合會行動，以及正在增強反㆔合會的情報工作。在未來數月，㆔合會活動將受到迎頭
痛擊。
76.
我們必須以嚴峻的法例來配合警方採取的新措施，雙管齊㆘，才能消除有組織
罪案對社會治安和穩定所構成的潛在威脅。我們最近發表了㆒項白紙條例草案，徵詢
市民的意見。該條例草案提出的建議，將可加強當局檢控和懲罰參與有組織罪案者的
能力，並透過更嚴厲的刑罰，遏止有組織罪案活動。同時，條例草案容許當局充公犯
罪得來的收益，更可削弱犯罪集團的勢力。這項重要的新措施獲得撲滅罪行委員會的
全力支持。我希望各位議員在新的立法年度審議該條例草案時將會給予支持。
(h) 越南船民
77.
過去㆒年，香港繼續因應付大量越南船民湧入而面對十分嚴重的問題。越南船
民問題依然深受本港市民和政府當局關注。至現時為止，今年已有超過 20000 名越南
㆟抵港。本港各難民和船民㆗心內的船民總數現已增至 64000 名以㆖。
78.
令㆟鼓舞的是，經過多年來的努力，我們終於看到㆒些可喜的跡象，顯示世界
各國，包括越南在內，會以更大決心來處理這項問題。至於香港方面，我們將會繼續
根據國際商定的綜合行動計劃行事。我們期待在未來數星期內，與越南當局商討將經
甄別而不獲難民身份的船民有秩序遣返越南的計劃的細節。
79.
目前來說，我們將會繼續實施現行計劃，將自願返國的船民送返越南，以及安
排經甄別為真正難民的㆟士移居海外。自我去年發表施政報告以來，已約有 6000 名船
民自願返回越南。此外，另約有 7000 名難民離開香港，前往海外展開新生活。這個情
況的出現，部分是由於我們成功㆞利用了新設於菲律賓的難民收容㆗心。
80.
我們在㆒個月前已可關閉屯門開放㆗心，並正計劃在㆘個月關閉啟德難民㆗
心。在不久將來，望后石㆗心將會是本港唯㆒的難民㆗心。
81.
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繼續尋求合理、公平和合乎㆟道的方法， 手結束越南船
民的㆟間悲劇，他們成千㆖萬湧來香港，試圖在㆞球的另㆒邊展開新生活，但實際㆖
卻沒有被收容的希望。
(V)

結論：共同承擔責任
：共同承擔責任，維持良好管治
結論
：共同承擔責任
，維持良好管治

82.
在結束前，我想指出，我相信憑藉本局的協助，我們必能順利應付本港現正經
歷的種種轉變。這些轉變正在改變㆗港關係，以及本港的政制、經濟和社會基礎建設。
香港㆒向有成功應付挑戰的紀錄。這是我們必須為自己訂立的標準，亦是我們面對將
來的信心泉源。
83.
政府當局決意竭盡所能，滿足社會㆟士的期望。在邁向這個目標時，如何決定
緩急次序和怎樣最能善用有限的資源等問題，難免會引起爭議。有些抉擇會相當複雜，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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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會難於取捨。不過，我可向各位議員保證，政府當局的㆒貫原則是，作出的決定必
須最符合公眾利益。在嘗試為各項政府計劃釐定正確路向時，我們將會極為依賴本局
的意見，以及與各位議員建立有建設性的夥伴關係。
84.
在未來數年，我們決意致力在本港基礎建設方面作出重大的財政投資。這些計
劃，包括興建機場、擴建港口、保護環境、建造道路和隊道，都是為了建設未來，和
為了確保香港在今後 10 至 20 年內，可以成功㆞與區內其他㆗心競爭，從而為本港市
民提供充滿機會和繁榮富裕的生活。
85.
我們推行這些計劃時，絕不會犧牲市民其他日常生活方面的利益。在教育方面
提高質素和提供更多選擇、維持良好治安、改善健康護理服務、增加社會福利，以及
提供更具效率的運輸服務，都是同樣重要的，並會構成政府未來計劃的重要部分。
86.
要達到我們所訂的㆒切目標並不容易。我們需要與㆗國發展務實的工作關係，
同時需要㆒群效率超卓和克盡厥職的公務員。此外，我們亦需要本局全體議員矢志為
本港的福祉共同努力。我們必須㆒起肩負歷史重任，致力為市民服務。市民對我們是
期望甚殷的。只要群策群力，我們定能取得理想成績。
87.
在本局各位議員的協助㆘，我深信我們定能成功㆞應付我們所面對的種種挑戰
和轉變。
休會與㆘次會議
主席（譯文）
：我現依照會議常規的規定，宣佈休會。㆘次會議定於㆒九九㆒年十月十
七日星期㆕㆘午㆓時㆔十分舉行。

會議遂於㆘午㆔時㆔十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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