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與聯署
建議人大常
委會釋法解
決 「雙非」
問題的港區
人大代表鄭
耀棠等表示
，有責任反
映目前香港
的情況

資料圖片

正在北京的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動力立法會議
員林健鋒表示，正草擬私人條例草案去啟動本地立
法程序，以修改入境條例中有關永久性居民的定義
，徹底解決內地雙非孕婦來港分娩的問題。另一全
國政協委員、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漢清表示，現
行特區政府針對雙非問題的行政措施屬 「雙料非法
」 ，但就問題提釋法亦不可行，因此他建議當局應
透過還原有關法例，解決問題。

【本報記者鄧湄北京十二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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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通訊社廣州十二日消息：國家工商總局近
日出台了《關於支持廣東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的意見》
，在支持廣東放寬市場准入先行先試、實施商標戰略、創新市
場監管執法、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和市場監管體系建設等方面提
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據悉，《意見》共五個部分三十二條，其中十九條涉及企
業註冊登記，有十二條屬於首創性政策突破。如在市場主體准
入上提出大 「鬆綁」，授予廣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不含行政區
劃外商投資企業名稱登記受理權，放寬了企業登記場所、企業
名稱登記、企業集團登記等條件。港澳台投資者身份證明手續
簡化，免於提交公證、認證文件，而港澳地區廣告業務人員可
在廣東參加全國廣告專業技術職稱考試。

部分特區亦獲得相關試點改革特權。《意見》提出借鑒香
港地區和西方發達國家經驗，支持深圳、珠海橫琴新區在商事
登記制度改革方面開展試點。此外，工商總局將積極向中央編
辦申請批准在廣東省設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派出機
構。

廣州社科院研究員彭澎表示，包括廣東在內的內地城市，
企業進入需要不少審批程序，新措施的出台降低了港澳台投資
者准入門檻，對其來粵投資提供了很大便利。中山大學教授林
江則認為，簡化准入手續有助於港澳台地區物流、管理、諮詢
等優勢現代服務業進入廣東，這些企業可為廣東提供更為專業
的服務，將推動當地轉型升級。

【本報訊】行政長官於施政報告中提出，向選
擇移居廣東的合資格香港長者發放高齡津貼的 「廣
東計劃」。計劃將於明年中推出，會向移居廣東的
合資格長者，發放高齡津貼，每年約一萬三千元，
預計三萬人受惠。多名議員對計劃表示歡迎，但擔
心廣東省面積大，難以找到大型機構代理，質素亦
欠缺保障。勞福局局長張建宗回應指，會盡早招標
，讓相關機構有至少三個月準備。

勞福局局長張建宗於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透
露，廣東計劃將於明年中前開始，長者每年於廣東
住滿六十天方可申請，預計三萬人受惠。至於申請
廣東計劃的長者，若在港時居住公屋，須先交回單
位或刪除戶籍。但房署或房協不會即時終止租約，
並提供不多於三個月的寬限期，又指當局亦擬設立
「申請保證書」手續，確保長者如想退出計劃，回

港居住，入住公屋時可以不用重新輪候。
他又指，當局亦建議在廣東計劃推出初期，設

立一次性特別安排，讓已符合申請資格，但未在港
居住滿一年的長者，不須先回港居住，亦能受惠於
廣東計劃，未來亦不排除將計劃推展至內地其他省
分。多名議員對計劃表示歡迎，期望計劃盡快推出
，其中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建議，將廣東計劃

擴展至福建；另有議員擔心廣東省面積大，難以找
到大型機構代理，質素亦欠缺保障。張建宗回應指
，負責計劃的代理機構可以是多於一間，呼籲有興

趣的機構參與招標，又指每年會以郵遞或家訪方式
，審視長者是否健在或符合資格，確保政策不被濫
用。

【本報訊】 「雙非」孕婦問題引起社會回響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圓圖）表示，當局
正考慮明年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配額，期望
四月可公布，又指現時處理 「雙非」孕
婦來港分娩的行政措施有一定成效，
若要作任何釋法考慮，需合乎本港
的法治精神和法律程序。

在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上，
有議員批評當局並無分開處理 「雙
非」及 「單非」孕婦來港產子問題
，亦有議員建議動用關愛基金協助

單非孕婦來港產子。周一嶽回應指，當局無法就
「單非」及 「雙非」孕婦分類，雖然對單非孕婦

有一定同情，亦曾經與私家醫院研究能否優
先處理她們的個案，但私院反映執行上

有困難；另外，他指關愛基金是公共
資源，應否動用基金協助非本地居
民，仍有待社會商討。

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昨日出
席仁濟醫院錢曼娟健康乳腺暨內分
泌外科診所開幕禮，他在典禮後表
示，當局下月將公布公院接收內地孕

婦的名額與收費方案。醫管局正與政
府磋商明年接收內地孕婦的名額，具體
要視乎公立醫院的實際能力，包括醫護
人員分配及初生嬰兒深切治療服務的負
荷，預料名額將少於今年的三千四百個
，由於本地孕婦需求增長一成，不排除
明年不再接收內地孕婦。另外，內地孕
婦衝急症收費可能調高至等同私家醫院
水平。

梁栢賢指出，公立醫院整體上存在
流失率問題，但護士流失率目前趨向平
穩。來年招聘護士人數會超過二千名，
比去年財政年度的一千七百多名增加了
三百多名護士。醫生流失率則由去年高
峰期的百分之五點八，回落至近期的百
分之四點八，數字上反映正面，但整體
醫院人手仍然緊張。

內地孕婦來港產子
配額收費下月公布

就 「雙非」問題，林健鋒表示，正草擬私人條例草案，經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及律政司批准後將提交立法會，啟動本地立
法程序。他指出，現時出現的 「雙非」問題，全因二○○一年
終審法院在 「莊豐源案」的判決，於未獲授權情況下自行解釋
《基本法》，以及取消在港出生中國公民其父或母須已合法定
居於香港方能取得居港權的規定。雖當時未有內地孕婦湧港分
娩的情況，但現時問題已漸惡化，香港的社會資源也 「被分配
」。因此他認為，若此問題不獲解決的話，香港的社會矛盾會
越漸嚴重。

法院案例未反立法原意
林健鋒指，現行政府的行政措施並不能解決問題，同時過

去的法院案例亦沒有反映出有關的立法原意，而基本法的立法
原意已曾釋法，並清晰列明，因此現時再進行釋法未必適合。
他計劃從立法會着手，啟動本地立法程序，修改《入境條例》
附表一第2a條有關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定義，還原至一九九六年
基本法籌委會就立法原意表的《意見》，以徹底解決 「雙非」
問題。

林健鋒預計未來二至三日可把草案提交立法會，倘若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不予通過的話，則可能還需透過釋法解決問題。
林健鋒指，有關方案已獲多個友黨及經濟動力的黨員支持。

行政措施屬 「雙料非法」
而胡漢清就問題則表示，處理雙非問題，必須要先修訂入

境條例，恢復條例至一九九六年時籌委會發表的《意見》。他
引述全國人大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陽本月七日的
講話，指人大常委在一九九九年的釋法不只為了 「吳嘉玲案」
，同時涵蓋整體居港權法律問題，及適用於 「莊豐源案」。且
喬曉陽強調，人大不可能做兩次相同解釋，因此最理想的做法
，是香港作自我糾正。

胡漢清續引述喬曉陽表示，特區政府現行的行政措施屬
「雙料非法」，一方面限制擁有合法商務簽證，又不打算留港

分娩的內地孕婦來港，或引起司法覆核；另一方面限制預訂醫
院床位的數目，不容許沒有預約證明書的內地孕婦入境，此舉
可屬違憲。但事實是二○○一年 「莊豐源案」的判決已清楚表
明，任何在港出生的中國公民，均取得居港權。因此，胡漢清
指，基於現時已變化的現實環境，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政府實施
其行政措施，而是由政府去把有關法例還原至立法原意。

倡本地立法還原永久居民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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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聯署
建議就 「雙非」嬰兒居港問題釋法，本
身是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前委員的王振民
認為，人大常委會再釋法的可能性不大
，反而較可能由人大法工委發聲明，重
申一九九九年釋法時，已包括 「雙非」
嬰兒居留權問題。他又指出，香港法院
可按社會發展及需要，為法律條文作新
解釋，不會影響權威性。

三十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日前就
「雙非」問題聯署，向人大常委會建議

人大釋法。現為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的
王振民接受電子媒體訪問時解釋，港區
全國人大提交的只是建議，並非正式議
案，相信人大常委會會作為一項意見處
理。他估計，若常委會接受建議，有可
能再次釋法，或由全國人大法工委發出
聲明，重申九九年有關居留權釋法的精
神原則；如果常委會認為問題不大，並
基於屬特區事務，常委會不會過問。

王振民估計，釋法的可能性不大，
最有可能是透過人大法工委發表聲明，
對當年釋法內容作一次說明： 「人大常
委會來講，當年已經把這個問題說清楚
了……就莊豐源案那個判決，你作出哪
種理解，是你的理解問題，並不是我釋
法的問題。」他認為，從內地法律體系
角度看，當年的釋法已解決包括 「雙非
」嬰兒等居留權問題，只是終審法院當
年理解不同，而法院亦相信判決與人大
的釋法沒有衝突， 「也不能說當年判的
就說人家判的是不正確的，因為終審法
院有他的理解，當年他這樣判，是符合
香港的社會需要。」

王振民又表示，目前兩地的行政措
施不足以解決問題，香港法院可根據社
會發展及需要，就法律條文作新解釋而
不影響權威性，不需要透過修改基本法
解決 「雙非」問題，因為從內地立法機
關的角度看，條文本身並無問題，只要

解釋清楚立法原意
已經足夠。至於如
何重啟釋法程序，
他指應由港府自行
考慮。

林健鋒提私人草案治雙非

◀居粵長者高齡津貼
料每人每年約一萬三
千元，預計三萬人受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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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委員會前
委員王振民認為，
人大常委會再釋法
的可能性不大

【本報北京十二日電】三十
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聯署，建議
人大常委會釋法解決 「雙非」嬰
兒居留權問題。參與聯署的人大
代表今日表示，建議是反映目前
香港的情況，並非繞過特區政府
「告御狀」，強調不會影響香港

的司法獨立。
有份聯署的工聯會會長兼行

政會議成員鄭耀棠認為，今次聯
署是因為香港內部無法自行處理
「雙非」問題。鄭耀棠說，釋法

是無辦法中的辦法，不會影響香
港司法獨立，港區人大只是反映
根據法院的裁決，影響到香港市
民的民生問題。他指出，人大代
表職責是就要反映港人關心的問
題： 「沒有 『告御狀』，反映意
見就是自己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
一個職責。如果他不做，就是有
失市民對他的期望。」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表示，提
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建議，是因
為聽到一部分人的聲音，說要解

決 「雙非」問題，單靠行政措施
是不行的，因此必須要尋求一個
解決的辦法。另一名參與聯署的
人大代表史美倫亦表示，聯署並
非要施加釋法的壓力，而是建議
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就 「雙非」
問題積極研究各種方案，包括釋
法，但亦認同律政司司長黃仁龍
所講，釋法不是輕率的事，要從
多方面考慮。

未有參與聯署的民建聯立法
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重申民建聯

的立場，指行政手段未能解決問
題的話，會支持釋法。他又說，
認同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所說，不
可輕易釋法，但指出不可輕易釋
法，不代表不可以釋法。

同樣沒有參與聯署的林順潮
則表示，因聯署當日請假沒有出
席會議，未有機會參與，但他認
同聯署中的意見。他認為，釋法
是慎重的決定，但市民無須對釋
法過分擔心，相信特區政府會根
據實際情況作出適當決定。

鄭耀棠：人代有責任反映港人關注

▲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表示，正草擬私人條例
草案，要求啟動本地立法程序，修改入境條
例中有關永久性居民的定義

本報記者鄧湄攝

▲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漢清表示，現行特
區政府針對雙非問題的行政措施屬 「雙料非
法」 ，建議當局應透過還原有關法例解決問
題 本報記者鄧湄攝

粵放寬港澳台企業登記

▲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透露，內地孕婦衝急症收費不
排除調高至私家醫院水平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