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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選委大會聚焦政綱問好答好 共產黨不是罪名！

社 評 井水集

由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主辦
的特首候選人答問大會，今晚在九龍灣
國際展貿中心舉行。

這是選戰開展以來最重要的一場活
動，儘管按規定只有一千二百名選委能
夠出席，但肯定全港市民今晚都會聚焦
於答問會上。事實是，今天晚上的這場
答問大會，對候選人來說，大有 「背城
借一」 之勢，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也
是唯一一次直面一千二百名選委的機會
，必須把握這最後時機爭取選委的支持
；同樣，對一千二百名選委來說，候選
人前一陣負面消息滿天飛，以至上周五
傳媒論壇上的唇槍舌劍，都需要他們今
天晚上全力以赴，以更加嚴謹、冷靜和
負責任的態度提出問題，測試候選人的
認知水平、承擔決心和應對能力。選委
關注什麼、提問什麼、褒貶什麼，對整
場答問大會以至整個特首選舉的最終結
果都會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可以肯定，再糾纏於什麼 「地窖」
、 「西九」 、 「飯局」 絕不應是此場答
問大會的主要內容；此說並非認為候選
人的個人操守行為不重要，而是有關問
題一來流傳已久，二來可能涉及公職或

法規的，有關部門亦已在調查跟進，如
此也就不必有勞 「選委大人」 們再操心
，寶貴的答問大會時間必須要善用。

同樣，日前傳媒論壇上有關商業電
台續牌問題和所謂 「出動防暴隊」 的透
露，無疑在社會上廣受關注，但同樣也
不應成為答問大會的焦點所在。因為事
涉特區政府行政制度和運作，根本不可
能在答問大會上得出真相，選委也就並
無多花力氣的必要。

那麼，什麼才是今天晚上答問大會
的主題、什麼才應該是一千二百名選委
提問的核心內容呢？答案是政綱，就是
關乎本港未來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提
高管治能力的藍圖和綱領。

事實是，特首選戰開始以來出現的
重大偏差，包括兩位建制派候選人未能
作出 「君子之爭」 ，展示自己良好、積
極的一面，反而在那裡互相 「揭短」 ，
以致令廣大市民對特首選舉的質素感到
失望，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兩位
候選人都沒有認真重視、尊重和善用自
己的政綱，爭取一切機會向選委和市民
作介紹，以致為反對派和抗中亂港傳媒
所乘，誤墮圈套，作出了 「親痛仇快」

之事。這一教訓應該說是十分深刻的，
選委可不慎乎。

因此，今天晚上的答問大會，市民
希望一千二百名選委能夠多問一下特首
候選人：眼前國際經濟大環境不容樂觀
，歐債危機未除，奧巴馬政府為轉移失
業率高企的壓力進一步向中國貿易施壓
，本港出口已連續兩季度錄得下降，未
來特區經濟將何去何從？對背靠祖國、
兩地融合又有何妙計良方？

市民還希望選委多問一下候選人：
唐英年政綱提出要發給合資格退休人士
每月三千元生活津貼、梁振英政綱提出
「生果金」 加碼一倍至每月二千元，那

麼錢從何來？全民退休保障還搞不搞？
市民也希望選委多問一下候選人：

「西九」 、港珠澳大橋、粵港高鐵等大
型基建，即使不計反對派的從中阻撓，
光是規劃也搞了十年八載；還有多建公
屋、復建居屋、增設 「置安心」 ，最快
也要三、五年後才會見到實物，這樣的
施政效率是不是可以接受的？期望今晚
的答問大會圍繞政綱內容，選委們問得
好，候選人答得好，給予全港市民一個
好印象。

一名姓梁女子，昨日自加拿大返
港，自稱有新書出版 「爆內幕」 ，包
括 「指證」 特首候選人之一的梁振英
是共產黨員。

這個梁某，既然如此了解香港的
「共產黨」 ，如此清楚知道張三李四

包括梁振英是共產黨員，那麼，為什
麼遲不說、早不說，偏偏要揀梁振英
已成為特首候選人、本周日就要投票
選出特首的時間才來說？如此其政治
圖謀不是已一清二楚了嗎？

當然，這名梁某，未必和梁振英
個人有什麼 「深仇大恨」 ，要在這關
鍵時刻施放暗箭；事實是 「項莊舞劍
，志在沛公」 ，梁某以及幕後安排她
回港 「揭秘」 的 「支聯會」 等幕後黑
手，目的無非都是為了要製造 「紅色
恐怖」 ，指共產黨一直在港活動而
已。

不過，令人關注的是，這些人的
所謂 「指控」 ，到底又有多少事實和
依據？又可以達到什麼目的？

答案是荒謬和可笑。
共產黨是什麼？共產黨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執政黨，今天的香港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轄下一個特區；特首選
舉，當選者要由中央任命。這一切只
能說明，共產黨是一個偉大、正確、
為人民的政黨，共產黨員是一個光榮
的稱號而不是其他。

當然， 「一國兩制」 之下，香港
特區不實行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香
港的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和法律制度
五十年不變，但這一切，能和共產黨
是 「非法的」 劃上等號嗎？能把共產
黨員看成是一種見不得人、以至違法
的身份嗎？如此把某某人說成是共產
黨，就等於是 「揭露」 了某某人的
「罪行」 ，那不是太荒謬、太無知，

也太猖狂了嗎？
更何況，正因為中國共產黨依法

不在港活動，這種所謂 「指控」 ，是
永遠也不會有人出來證實或否定的。
這不就等於誣告不必負責任嗎？今天
，這種 「指控者」 還抱着幾十年前的
反共死腦筋，還企圖在港製造恐共、
仇共情緒，抗中亂港，真是花崗岩腦
袋無可救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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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今日在出席中國高層發展論壇時強調，
在擴大內需的同時也要穩定和擴展出口。與此同時
，在促進外貿平衡的過程中，中國還將創新引進外
資和對外投資方式。他又強調稱，龐大的外貿數字
將為國外企業參與中國市場平等競爭提供巨大商
機。

今年研發費達萬億人幣
海關總署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兩

個月，中國進出口總值5330.3億美元，值得注意的
是，2 月份中國貿易逆差高達 314.9 億美元，為近
10年來單月最大貿易逆差額。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安赫爾
．古里亞在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稱，近年中國的貿
易擴張體現出勞動力密集製造業的規模效應。不過
，目前有跡象表明，中國正通過加大科技投入和擴
大進口等手段平衡外貿結構。他說，中國在科技研
發等方面的高速投資將有益於提高出口競爭力，因
此，未來中國外貿仍會平穩增長。李克強則同一場
合透露，今年中國研發費用支出預計可達到1萬億
元人民幣。

在李克強看來，在今年國際市場仍然不景氣的
情況下，擴大內需對中國來說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他並認為，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 「去
年中國城鎮人口比重已經超過50%，但遠低於發達

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未來將統籌城鄉發展，在嚴
格保護耕地、保障糧食安全和不斷改善農村生產生
活條件的情況下，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工業化及
農業現代化。」李克強說。

加快發展生產和生活型服務業
李克強續稱，與發達國家和同等收入的發展中

國家相比，現時中國服務業佔 GDP 比重明顯偏低
。因此，要把發展服務業放在擴大內需更加突出的
位置，在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業和高技術產業的同時
，加快發展生產性和生活性服務業，這樣不僅可以
大量吸納就業，而且能夠提升工業發展水準
，是壯大實體經濟的有效手段。

安赫爾．古里亞則向本報指
出，按照常理，當社會和個人
逐漸走向富裕，對服務業的
需求也將不斷增加，且往往
在增長速度上超過製造業
或農業產品需求。然而，
中國在這一點上卻是個例
外。他援引世界發展指標數
據庫統計稱，中國服務部門
所佔（國內生產總值）GDP
的比重目前僅為42%，遠低於低
收入國家50%的平均值。

【本報實習記者李理北京十八日電】國務院
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擴大消費需
求不僅是今年工作的重點，更是經濟長期平穩較
快發展的根本立足點。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今日
則罕有的用 5 句排比強調擴大消費的重要性。張
平又表示，投資仍然是擴大內需的重要力量，未
來將在優化投資結構的基礎上保持投資的合理增
長。

張平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中強調，為把握擴

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未來將提高城鄉居民特別
是中低層人民群眾的收入，讓民眾有錢消費；進
一步健全社會保障制度，讓民眾敢於消費；採取
鼓勵消費的財稅、金融等政策和措施，讓民眾樂
於消費；改善消費的環境和條件，讓民眾方便消
費；加強市場監管，讓民眾放心消費。他又呼應
李克強副總理的講話稱，積極穩妥的推進城鎮化
將令隱藏的巨大消費潛力成為持續擴大的現實需
求。

張平指出，未來需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總
體規劃和統籌協調，增強改革措施的有效性和協
調性，着力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收入分配制度
和財稅體制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

事實上，近來相關重點領域的改革已有破冰
跡象。以財稅體制改革為例，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
同一場合指出，未來將從財政體制、預算管理體制
和稅收制度等三方面推進改革，營業稅改制增值
稅試點和房產稅改革試點將進一步在國內推廣。

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為中國外貿前景添堵，不過，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今日卻向
外界大派定心丸。李克強指出，今年中國對外貿易和境外直接投資額將保持兩位數
增長，進口總額料逾1.9萬億美元，整個 「十二五」 期間則有望達到10萬億美元以
上。在 「十一五」 期間，中國外貿曾保持年均15%的高速增長，貨物進出口總額累
計逾11萬億美元。 【本報實習記者李理北京十八日電】

張平：要讓百姓有錢消費

拉加德又來北京了。時隔四個月，
這位臨危受命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女掌門再次訪華。令眾人驚訝

不已的是，上次還一句中文不會講的她，今次卻在不同場合中多
次秀起並不熟練的中文。顯然，對於身處改革前沿的拉加德來說
，中國很重要。

今日在京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中，拉加德甫一走上演講
席就用中文打招呼說， 「早上好，很高興再回到北京。」在隨後
舉行的媒體見面會上，她更一邊穿上中式墨綠色外套一邊用中文
小聲嘟囔， 「有點冷」。

其實，在中國綜合國力不斷發展的背景下，拉加德深諳中國
經濟 「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道理。她說，在全球金融危機伊始，
中國最早宣布和推出財政刺激政策，如果沒有中國對增長和穩定
提供動力，全球經濟局勢可能會更遭。

中國需扮演 「危機拯救者」
然而，在中國領導人面前，拉加德則更多強調中國需要扮演

「危機拯救者」角色。她告訴記者說， 「我與李克強和王岐山副
總理會面時，多次討論中國在解決歐債危機中所扮演的作用。」
在拉加德看來，在全球經濟高度融合的當下，中國和世界 「一榮
俱榮，一損俱損」。

早在拉加德履新伊始，就有輿論指出，拉加德任內面臨如何
提高中國等新興國家在 IMF 中話語權等巨大挑戰。新興國家對
IMF向來由歐美控制，以及對IMF援助希臘的作法頗有微詞，如
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考驗着她的智慧。力推改革的拉加德今
次給出正面回應稱，改變需要勇氣，IMF的改革需要 「繼續再繼
續但不能放棄」。

在拉加德訪華前日，IMF發表聲明，敦促成員國盡快批准早
前提出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治理與份額改革方案。根據此方案，
今年中國在 IMF 內部的份額將升至 6.39%，投票權也將從目前的
3.65%升至6.07%，僅次於美國和日本。改革之後，中國不僅將從
IMF獲得數量更多的貸款，還會在一些重大貸款事項和國際經濟
問題上取得更大的投票權。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oseph Stiglitz 則告訴記者，中國正在
進行的經濟結構調整事關全球經濟格局，IMF中增加中國話事權
與中國國際經濟地位相襯。他又強調說，IMF 已不再敵視中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因此，北京在國際金融體系

的聲音需要受到重視。Joseph Stiglitz又補充說，主要發達工業國
家的金融糟糕表現也是中國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他認為，中國
日後在IMF中的份額還應繼續增加。

弈至中盤。已在國際金融舞台嶄露頭角的拉加德正醞釀着世
界金融改革的大棋局。正如拉加德所說， 「這次回到中國不僅氣
候更溫暖，經濟也趨好。」外界不免期待，拉加德能夠執好中國
這枚棋，取得改革完勝。 【本報北京十八日電】

拉加德寄望中國
本報實習記者 李 理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十八日消息：中國財政部部長謝旭人
18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上說，今年將按照 「十二五」
規劃綱要的要求，從完善財政體制改革、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
和健全稅收制度改革三方面深化中國財稅體制改革。

謝旭人指出，今年將繼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首先要進一步
完善財政體制，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繼續提高一般性轉移支
付的規模和比例，清理歸併部分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努力提高轉
移支付資金使用效益。同時，要完善省以下財政體制，進一步均
衡省以下財力分配，增強縣級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

其次，要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財政預算。提高
政府性基金預算的規範性和透明度，擴大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
範圍，進一步推進健全社會保障基金預算制度，進一步深化部門
預算、政府採購等管理制度改革。要將部門預算制度改革覆蓋到
縣一級，加快建立健全預算績效管理制度，積極穩妥地推進財政
預算公開，進一步增強預算的透明度。

此外，要進一步健全稅收制度改革。謝旭人指出，中國稅收
制度經過多年改革，已基本形成了一個以增值稅、營業稅、消費
稅為主體的流轉稅，和以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為主體的直接
稅兩大塊構成的稅制體系，並在促進財政收入、調節經濟發展等
方面發揮了作用。他表示，鑒於當前中國流轉環節的稅收佔比偏
大，所得稅對應的直接稅佔比相對偏小，下一步稅收制度改革的
方向就是要增加直接稅的比重。

對於今年稅改的重點，謝旭人強調，今年將繼續推進營業稅
改徵增值稅試點，進一步促進服務業發展，同時理順流轉稅的相
關體制。健全消費稅制度，促進節能減排，引導合理消費。進一
步推進資源稅改革，擴大從價計徵的範圍，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
保護。穩步推進房產稅改革試點，並進一步研究制定房產保有、
交易環節的稅收改革方案。深化環境保護稅費改革，按照正稅清
費的原則，繼續清理整合一些行政事業性收費。

謝旭人表示，將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大力支
持促進價格、金融等方面領域的改革，為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
會和諧提供體制機制層面的保障。

謝旭人：
深化稅改增加直接稅

▲今年前兩個月我國進出
口總值同比增長7.3%。圖
為江蘇連雲港集裝箱碼
頭 新華社
◀本報記者向經濟合作與
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
安赫爾．古里亞提問

18日，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
」 年會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開
幕式，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出
席並做主旨演講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