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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前景好 有利香港促發展 李國能查利益衝突可信

社 評 井水集

全國人大會議昨日開幕，溫總如常
作了政府工作報告，勾勒了今年的經濟
施政大方向及重點措施。重民生穩經濟
已成了今年大會報告的主調。中國經濟
在基調良好而國際環境多變下，必須採
取穩中求進策略，一方面要力保穩定不
出大事故，另方面也要積極推動發展與
改革。在這些大前提下做好有關工作，
乃今年政府施政的主要挑戰。

今年經濟工作將以 「穩增長、控物
價、調結構、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諧
」 為主方向。自去年後段起通脹開始降
溫，已不再是經濟面臨的最重要即期問
題，因此保持增長於較快水平便成了政
策工作首務。無疑，在外圍環境欠穩欠
佳，和國內潛在風險因素增加矛盾激化
的新形勢下，保增長自然成了必須十分
重視的事項，如有閃失則除了經濟會蒙
受損失外，也難以做到惠民生促和諧。
為保民心安定及社會維穩，必須有一定
的物質基礎作支持。

今年 GDP 增長將以百分七點五為
目標，乃八年來的首次調低至八下，通
脹率則要控制在百分四。增長目標是偏
低的，事實上多年來目標與現實水平差

距巨大，故其指導意義不大。在內需的
強力支持下，中國經濟仍充滿活力，看
不到有明顯的或硬或軟的着陸迹象。去
年外貿盈餘轉弱拉低了 GDP 增長，但
因內需強旺仍保有逾百分九的升幅，估
計今年情況相若。由於目前物價水平已
趨穩而樓市亦已降溫，故今年通脹可控
在目標內的機會應較去年高。宏觀經濟
維持穩定高增長的問題不大，反而注意
力應放到至少兩方面。一是改善長遠增
長及發展後勁，為此必須大力推行調結
構及抓改革的工作，從根本上鞏固經濟
的良好基調。必須牢記鄧公 「發展是硬
道理」 ，和 「不改革開放是死路一條」
的重要遺訓。二是紓解分配不公及不合
理的問題，特別是在發展及平均收入水
平迅速上升後，要更多注意促進社會步
入共同富裕的新階段。

總體來看，中國經濟雖有 「內憂外
患」 ，面對着各種國內外的發展障礙及
待解難題，但目前及今後的大形勢還是
良好的，且正值西方由危機四伏及相對
滑落帶來的罕有黃金機遇期，更須好好
掌握。祖國的榮景，自然為本港帶來了

良好的增長及發展條件，何況祖國對本
港關懷備至，一直全力支持本港發展。
溫總的報告中，便明言支持香港在應對
國際經濟風險，和維持金融穩定及長期
繁榮上的努力，支持香港鞏固及提升其
金融、貿易、航運等國際中心的地位，
和建設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工作。為了更
好地協助香港發展，中央還定下了提高
對本港的服務貿易開放，和做好建設港
珠澳大橋等的兩地基建連接工作。

由上述可見，中央對本港發展的支
持既具針對性及有效性，又全面而具體
，只要雙方同心合力，必可取得顯著成
果。當然，有祖國支持並不表示香港便
可坐享其成，還是要花很大努力才可取
得理想成績。首先，香港必須加快本身
的建設，尤其是支柱產業的升級換代和
新興產業的開發。其次，必須加快與內
地基建銜接及邊區的開發利用。最後，
還要端正心態和調整思維。對與內地交
流帶來的問題，要理性客觀看待並妥善
處理，以免影響兩地合作。同時，在本
港內部要有包容之心以保社會和諧，為
發展締造安定的社會環境。

「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
檢討委員會」 昨日舉行首次會議，主
席李國能會後見記者，首次透露檢討
內容和工作進度。

李國能是前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
，其表達的準確和嚴謹的確一流。比
如記者連珠炮發般提出什麼特首接受
「豪華款待」 是否應該下台……，李

國能當即嚴正指出，委員會的工作是
檢討制度、不是調查個人： 「我再強
調一點，制度比個人重要，有一個完
善的制度是最重要的。」

又如有記者問，如果政府不公開
「獨立檢討委員會」 的報告，市民又

如何可以知情？李國能即嚴詞指斥：
「我有信心政府會公開報告。你的問

題好像暗示我（對公開報告）有疑問
，這是完全不正確的。」

事實是，李國能昨日已經闡明，
委員會的職責是檢討行政長官、行政
會議成員和政治委任官員如何防止及
處理潛在利益衝突，在現行制度下有
何不足之處，以及應如何改善。委會
將會參考公務員制度及一些海外地區
的做法，同時還會廣泛諮詢市民的意

見，包括書面提供及舉行諮詢大會。
從有關委員會工作已可以得見，

有關特首、行會成員、問責高官，對
可能存在的潛在利益衝突如何處理、
如何申報、如何規管，現行制度確實
是並無明文規定的。當日曾特首的說
法並非狡辯。而對特首的利益申報問
題缺乏明文規管，是因為過去港英管
治時期，港督在港是「冇王管」的，在
這方面無先例可循，回歸後又未有及
時處理，因此才會有一些不足之處出
現。如今由李國能出掌的 「潛在利益
衝突檢討委員會」 ，正正就是要填補
這方面的空白，進一步完善有關制度。

因此，出現在曾特首身上的 「款
待風波」 ，可以 「壞事變好事」 ，對
特首、對高官、對法制都是一個有力
的提醒和促進。而作為特首和高官，
不僅要依法行事，還要做到 「身先士
卒」 ，在廉潔、守法方面作出表率。

因此，曾特首在 「出事」 之後首
先主動提出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而
且由一向不會 「聽話」 、 「合作」 的
李國能任主席，也是誠意的表現。

【本報記者雷加北京五日電】正在北京出席
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解放
軍總政治部原副主任劉永治上將，今日出席全國
人大開幕會期間，否認近期有關副總參謀長章沁
生上將被停職的報道，稱 「網上說的都是謠言，
違背了客觀事實，他還在正常工作。」

此前有傳言稱章沁生因發表了不當言論被停
職。據《解放軍報》報道，2月27日總參召開軍
師職領導幹部理論培訓班暨在團以上黨委機關開
展 「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學習教育活動動
員部署電視電話會議。現任副總參謀長章沁生、
馬曉天、孫建國、侯樹森、魏鳳和、蔡英挺悉數
出席會議。

大公報 3 月 4 日刊出了章沁生於 3 月 2 日在
北京出席山西省代表團座談會的照片。

軍方否認章沁生停職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五日電】全國兩會可
謂世界上最大的新聞 「戰場」，人民大會堂內外
同時雲集數千名記者，要從數量更多的人大代表
、政協委員、部長高官中抓出新聞來，則眼力、
體力、腦力缺一不可。

人民大會堂北門是列席會議的部長們必經之
路，為保證會場秩序，會務組拉起了警戒線不允
許記者集體圍堵部長。證監會主席郭樹清5日試
圖來一招 「黃花魚溜邊」，混在隊伍深處疾走，
卻被一位女記者火眼金睛，大叫 「郭主席！」並
馬上跑過去拉住。郭樹清此時還想逃脫，孰料三
位人高馬大的男記者早已拍馬趕到，其中一人來
一招 「猛虎截路」，另外兩人則 「雙龍出手」，
分別架住郭樹清兩臂。郭樹清只好乖乖 「就範」
來到記者採訪區。

拚體力要求更高。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身着
民族服裝的新疆團代表們剛抵達，即時被幾十位
記者團團包圍，形成一個 「人島」。一些身材矮
小的記者被幾十架照相機、攝像機夾在中間，寸
步難行。一位女記者尖叫着被擠出 「人島」，捂
住被攝像機撞傷的腮幫子，幾乎落淚。

新聞採訪當然更要動腦。某報一位記者看到
鐵道專家王夢恕，劈
頭就問 「您對異地高
考怎麼看？」還有記
者將民營企業融資難
的問題拋給南方科技
大學校長朱清時。弄
得兩位老院士好不為
難，採訪結果可想而
知。這可真是 「雞同
鴨講，眼碌碌。」

搶新聞鬥智鬥力

林嘉騋表示，這幾年，中國周邊海域海權不斷受到
周邊國家的挑釁，南海島嶼被搶佔，日本在釣魚島問題
上小動作不斷，美國也在南海興風作浪。當前美軍加緊
重返亞太，加強在太平洋地區的軍事部署。中國必須加
強海軍力量建設，此事刻不容緩。

海外建基地提供支援
他說，中國現在有三大艦隊，均側重於近海防禦。

反觀俄羅斯、美國都有太平洋艦隊，具有重要的戰略影
響力和威懾力。中國應當組建遠洋艦隊，組建太平洋艦
隊，突破第一島鏈的封鎖。同時也應當適時考慮在世界
其他地區建立軍事基地，為海軍走向遠海提供支持。在
全球一體化背景下，強大的海軍是維護國家航運、貿易
、能源、漁業利益的必需，也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必然。

林嘉騋出身海軍世家，祖上曾有多人擔任國民政府
海軍高級將領，其父 1949 年參與領導國民黨第二艦隊
起義，參與組建東海艦隊。前幾年，林嘉騋提出將7月
11 日定為 「中國航海日」的提案獲中央採納，確定為
國家法定節日。

遠海執行防禦性國防
尹卓接受採訪時說，和世界其他海洋強國相比，我

國海洋意識、海洋戰略意識依然較為薄弱，中國迫切需
要具有預見性的海洋戰略。無論是應對傳統安全威脅還
是非傳統安全威脅，都必須有海洋安全戰略，從戰略的

高度來應對一切正在發生或將要發生的威脅。當務之急
是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中國的國家海洋戰略。

他說，在中央軍委首長的關心下，海軍司令員吳勝
利和海軍政委劉曉江日前在南京主持了國際研討會，研
究如何做好索馬里護航任務。中國與其他國家在索馬里
海域都面臨着共同危險，即海盜和恐怖主義，需要溝通
維護航線安全，包括外貿航線和能源航線。這次研討還
明確了一點，就是國際上承認中國有海外利益，有合理
合法的遠海遠洋利益，中國在離海岸線8000到10000公
里的海域護航，就是維護遠海利益的表現，不過中國在

遠海的護航仍然是一種防禦性國防。

加強潛艇遠海戰鬥力
《解放軍報》報道稱，全國人大代表、南海艦隊政

委黃嘉祥中將已經調研起草了《關於加強潛艇遠海作戰
能力建設的建議》。

尹卓表示，中國軍隊一直以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
部戰爭為目標，但未來也會把應對非傳統安全能力作為
軍隊建設的一個重要牽引，包括執行反海盜、反恐、護
僑、撤僑等任務。

全國政協委員林嘉騋接受大公報專訪時
表示，今年提案建議海軍組建太平洋艦隊，
以突破第一島鏈的封鎖，維護中國的遠洋利
益和國家安全。海軍少將尹卓表示，中國有
合理合法的遠洋利益，遠洋護航將常態化。
解放軍中將趙剛則表示，軍隊一切按照中央
軍委指示和國家利益來行動，按照國家總體
戰略和總體部署來完成任務。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五日電】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五日電】全
國政協委員林嘉騋透露，前不久給溫家
寶總理寫信，建議把《海國記》寫進教
科書。他說，清代中期學者錢泳抄錄沈
復《浮生六記》卷五《中山記歷》初稿
《海國記》，為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自古以來是中國固有領土」增添了有力
的歷史證據，這比日本現在掌握的材料
早了76年。

林嘉騋表示，全國政協對此事也高
度重視，以專報形式上報中央高層。將
《海國記》等歷史文獻及時編入我國教
科書，有利於弘揚愛國主義思想，宣告
中國政府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

全國政協委員、海軍少將尹卓接受
採訪時說，命名釣魚島附屬島嶼非常重
要，這是主權國家維護海洋領土和島礁
主權的重要措施。比如在南沙島嶼，中
華民國政府內政部方域司先後於1935年
和1947年兩次公布坐標和命名，向全世

界公布。此前，中國也進行了西沙群島
命名，此次對釣魚島附屬島嶼命名，是
對日本行動的一種回應。日本現在提出
要對釣魚島重新命名，這與菲律賓要將
南中國海命名為 「西菲律賓海」一樣，
都沒有得到世界的承認和採納，其目的
是為了通過名稱的改變，來擴大海洋領
土的佔領和海洋權益的手段，這是不合
法的，完全沒有法律依據。

中國不會先惡化釣島局勢
日本把釣魚島納入安保條約範圍，

意味着列入國家安全範圍內，可以動用
軍事手段來解決，按照日美同盟條約，
若釣魚島有事，美國要跟進，支援日本
。中國一直希望把釣魚島放在外交層次
解決，從法理上和外交上來解決。中國
是比較理性、合理的做法，日本則有意
炒熱釣魚島問題，藉以配合美國重返亞
洲，為國內政治和拉近美國來服務，戰
略意圖非常明顯。

尹卓說，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要
是走出一步，中國就會走出第二步。中
國不會首先惡化釣魚島局勢，炒熱釣魚
島問題對雙方都沒有好處。但如果日本
試圖將國內法的範圍擴大到釣魚島，中
國同樣會進入釣魚島十二海里領海執法
，走出合理合法的一步。

林嘉騋上書總理提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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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解放軍代表唱
國歌 新華社

▲5日，解放軍代表將星閃爍，列隊走向人民大會堂 中新社

中國組建遠洋艦隊可突破第一島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