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振英果斷有效堵雙非
社 評

明年（二○一三）來港產子的內地
「雙非」 孕婦，其在港產下的子女將不

會獲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作出這

一宣示時，雖然並未直接使用 「不會獲
得」 一語，但其語氣和用意都已十分清
晰。梁振英的原話是這樣說的： 「我亦
趁這個機會，通過媒體向內地準備來港
產子的雙非父母提一點意見，就是如果
他們準備在二○一三年來港產子的話，
我不能夠保證他在香港出生的子女有香
港永久居民身份，香港亦沒有人、沒有
任何代理人，或者醫院可以向他們保證
，或者應該向他們保證，他們的子女在
香港可以有永久居民身份。所以這個問
題應該有言在先，應該講清楚。」

作為候任行政長官，一句 「不能夠
保證」 ，則整個事態的基本取向已沒有
什麼可再懷疑和心存僥倖的了。

梁振英昨日的這一表述，是他在履
新前對政府施政問題較為具體直接的觸
及，但 「牛刀小試」 ，已足見 「大將之
風」 ；在各種行政措施、法律程序以至
「釋法」 、 「修法」 等意見紛陳、擾擾

攘攘之際，梁振英 「一錘定音」 ，把解

決問題的方法聚焦到不會獲得香港永久
居民身份上。

而更重要的是，梁振英能夠果斷、
明確給出解決問題之道，並不是他有什
麼過人 「天才」 ，而是因為他在複雜混
亂的現象中抓到了根本，那就是全國人
大常委會一九九九年就女童吳嘉玲案作
出的 「釋法」 決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
，內地居民在港出生的子女可獲居留權
，是指其出生前父或母一方必須已經是
香港永久性居民。

如此 「雙非」 孕婦在港出生子女，
明顯不符 「釋法」 決定，不應獲得香港
永久性居民身份。

事實就是如此，本來，只要嚴格按
照全國人大「釋法」辦事，「雙非」對港人
社會是不會構成什麼威脅的；但是，
「公民黨」前身的一夥「民主大狀」，黑衣
遊行反對全國人大 「釋法」 ，指為 「干
預香港」 、 「法治已死」 ，擾攘經年之
後，二○○一年， 「雙非」 男童莊豐源
案上訴終院得直， 「雙非」 孕婦來港產
子才變成一個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
在經過充分了解及諮詢法律界專業人士
意見後，梁振英不再在什麼司法程序和

行政措施上繞圈子，而是回到問題的
「起點」 上，正本清源，根據人大 「釋

法」 ，在他上任後， 「不保證」 「雙非
」 孕婦來港產子可獲永久性居民身份。

「雙非」問題為什麼會成為梁振英
「小試牛刀」的首選？看來也是值得關注
的。一來，日前有 「民調」 顯示，市民
被問及希望梁振英上任首先解決什麼問
題？答案是「雙非」；二來，「雙非」問題
拖沓經年，已經在本港市民及內地居民
中造成對立情緒以至「撕裂」，及時提出
解決之道，對緩解兩地居民之間的 「怨
氣」 十分有必要，也可說是梁振英當選
後各方實現「大和解」的一個重要內容。

不過， 「不保證」 「雙非」 子女可
獲永久居民身份，可以令大部分內地
「雙非」孕婦打消來港產子的念頭，但不
排除仍會有基於本港醫療服務水平而來
港產子的抉擇。對這一部分「雙非」孕婦
，私營醫院應仍有或可以預留一定的服
務空間，梁振英昨日提出私院二○一三
年的「雙非」名額應為「零」，應只屬 「暫
緩」 性質，日後待各種資料數據進一步
澄清明確後，私院仍維持接收一定數量
的內地 「雙非」 孕婦也非絕不可為。 關 昭

市民不滿免費色情報

井水集

特區政府昨日展開《淫褻及不雅
物品管制條例》檢討第二階段公眾諮
詢，為期三個月，至七月十五日止。

政府早前展開全面檢討《條例》
，首階段諮詢結果顯示，各界大致贊
成保留現時《條例》的規管制度，以及
加重刑罰以加強《條例》的阻嚇作用。

有關第二階段諮詢，主要為解決
什麼問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
錦樑昨日透露，第一個改革方案是由
政府成立法定的審裁機構和法定上訴
委員會，由他們履行評定刊物「類別」
的職能；第二個方案是廢除評定類別
的行政職能，改由法院直接裁定物品
的「類別」，以及決定是否提出檢控。

從市民大眾角度而言，對此種
「行政職能」 方面的考慮，是存是廢

，是由專門的委員會來評審，還是直
接由法院來評審，市民大眾是很難作
出一個清晰決定的。因為由審裁委員
會先作評審，再交由法院決定是否作
出檢控，似有 「架床疊屋」 之嫌，時
間上也會拖延較久。

但是，如果不經審裁委員會先「把
把關」，什麼投訴、檢獲涉嫌物品都直

接交到法院去審裁及考慮是否起訴，
則對寶貴的司法機關、人員的精力和
時間未免會是一種浪費，因為淫褻刋
物說到底也不是什麼大案或要案。

但是，對市民大眾來說，由那一
個機構、那一個層面去負責作出評審
、分級以至檢控，不是他們最迫切關
心的問題，他們最關注的是如何可以
確保他們年幼的子女不會輕易接觸到
這些淫褻物品，精神被荼毒，甚至誤
入歧途，作出不軌的行為。

眼前，市民大眾意見最大的，就
是個別亂港傳媒以及由他們所印製的
免費報紙。這一亂港傳媒每天都有一
疊 「色情專版」 ，實質就是 「嫖妓指
南」 ，圖文並茂，有意光顧者大可
「按圖索驥」 。這份亂港傳媒平日滿

口民主、人權、自由，看似高尚，實
質卑鄙庸俗，表裡不一。還有其每日
在街頭派發的免費報紙，刊出由所謂
「才子」 執筆的大學生 「性小說」 ，

內容之淫穢更不堪入目。如果日後由
法院負責審裁，光是處理這一免費色
情報，已經 「好唔得
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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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商會料今年出口可保十

中新社廣州十六日消息：隨着中國經濟令世人矚目的快速增
長，人民幣國際化腳步正備受關注，跨境人民幣結算正呈快速增
長趨勢。有數據稱，2011年中國現有帳戶下的跨境人民幣結算額
達到2.5萬億元，比2010年同期增長了394%，相當於去年中國全
球貿易額的約10.5%。

外貿企業冀擴大人幣結算
「近年來的人民幣不斷升值讓出口企業很頭疼，如果以人民

幣進行結算對企業更有利。」上海索伊電器有限公司經理李文山
16日表示，企業使用人民幣結算，其銀行費用會降低，結算速度
也更快，作為外貿企業當然希望公司業務能夠擴大人民幣結算。

記者採訪中發現，因貿易往來頻繁，中國外貿企業與東盟等
新興市場人民幣跨境結算業務增長迅猛；但對歐美等傳統出口市
場，大多數中國企業並不敢貿然提出以人民幣結算，這也致使中
國跨境貿易結算貨幣依然保持着以美元為主導的結構。

歐美客戶習慣美元結算
「我們也希望用人民幣結算，但遭遇到很多困難。」中國長

城計算機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的相關負責人林建賓說，其公司的出
口業務目前全部以美元結算， 「目前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不高；客
戶長期以來已經形成以美元結算的習慣。」林建賓說，其公司也
曾向客戶提出以人民幣結算，但均遭到對方拒絕。

林建賓介紹，目前出口市場依然是買方市場，中國出口企業
遭遇中國同行以及其他海外供應商的內外夾擊，在商品議價以及
貨幣結算方面，海外採購商往往有決定發言權，一提出人民幣結算，
歐美客商往往不同意，為了能夠留住客戶，只能以方便客戶為主。

盼盼安居門業有限責任公司出口部經理李智表示，他們公司
目前想更多地通過人民幣跨境結算，但歐美等很多國家都和中國
沒有貨幣互換協議，客商們對接單時以人民幣結算熱情不高。

中國應增加貨幣互換國家
分析人士指，人民幣跨境結算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地位，難

以與中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身份相匹配，中國應從增加貨幣互
換國家、加快人民幣離岸中心建設、維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等
方面入手來積極改變這一現狀，而就目前主要依靠企業自身能力
來推動這一進程，其力量顯得過於單薄。

實際上，中國正積極支持人民幣結算並取得了進展，目前已
有近20個國家和地區參與人民幣互換協議，而與境內發生人民幣
實際收付業務的境外國家和地區已經達到 181 個。人民幣跨境結
算的前景也被海外金融結構看好，德意志銀行預測，2012年中國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將達3.7萬億元，將佔到中國對外貿易量的
15%。李智表示，國家和企業都應努力增加中國外貿企業的核心競
爭力，包括人民幣跨境結算等政策在內，均應做綜合考慮，他看
好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前景。

廣交會外貿企業訴苦

人幣結算步履蹣跚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十六日電】
人民幣匯率一直是牽動中國出口企業神
經的因素，然而伴隨着人民幣連續多年
的升值後，廣交會出口企業也煉就了一
身應對本領。從最初的提高報價應對，
到運用金融工具做遠期套期保值，直至
鎖定匯率。在此次央行再次擴大人民
幣兌美元匯率單日波幅政策出台後，
廣交會上的出口企業更是從容應對，
有出口企業更與採購商簽定匯率合同，
一旦匯率在未來達到波動條件時重新議
價。

廣州市虎頭電池集團有限公司副總
經理江金鳳認為，匯率波動影響了部分

市場的採購商購買力。作為應對之策，
廣州市虎頭電池只接短單，規避風險，
「之前在廣交會會接三個月的訂單，但
現在基本上只接一個月的短單。」

不過，大部分參展企業對匯率政策
淡定很多，寧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裁儲江表示， 「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
擴大已有預期，既不意外也不太擔心」
。儲江表示，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擴大
，增加了貿易的匯率風險，我們會跟客
戶簽訂匯率波動附加條款。他解釋說，
「該條款訂明當人民幣匯率波動超過
3%後將重新議價，而人民幣升值3%以
內的波動風險，則由企業承擔。」

人幣波幅擴大 企業淡定應對

【本報訊】為降低外貿企業匯率風險及交易成
本，中國正鼓勵出口貿易人民幣結算。記者16日
在第111屆廣交會採訪中了解到，雖然中國外貿企
業的出口人民幣跨境結算已經起步，但走得並不輕
鬆。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十六日電】中國機電產品
進出口商會在廣交會上發布今年全年預估報告，機電
商會負責人表示，由於中國機電產品對傳統市場的出
口現復蘇跡象，商會預計全年機電產品出口仍將保持
10%增長。由於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貿易佔中國對外
貿易半壁江山，機電產品出口全年增長將有助於中國
實現對外貿易 「保十」目標。

產品外銷順差增34%
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的報告分析了今年一季

度行業的出口表現，由於機電產品出口增速高於全商
品，進口增速明顯低於整體增速，機電產品順差增幅
明顯，同期中國機電產品順差791.9億美元，同比增長
34%。

對日美出口呈現復蘇
機電商會對全年出口增長保持樂觀的預估，該商

會負責人在廣交會上透露，由於一季度中國機電產品

出口對歐美、日等傳統市場的出口現復蘇跡象，預計
全年出口增長將高達 10%。數據顯示，一季度機電產
品對美國、日本的出口增速已恢復至 10%以上，對歐
盟出口也實現了小幅增長。

有助中國外貿總增長目標
由於機電商會預計 2012 年機電貿易預計能實現

10%左右的增長，將對中國全年外貿保十目標給予有
力支撐，因為機電產品是中國對外貿易最大的產品種
類，一直佔據中國對外貿易超過50%的份額。

機電商會預計，在今年的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
將是機電產品出口高峰，為了保證機電產品對外貿易
健康發展，機電商會呼籲繼續保持外貿政策穩定，建
議中國政府保持出口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保持人
民幣匯率穩定，落實好出口退稅、貿易融資等各項政
策，加大對大型成套設備出口的信用保險支持力度，
加強行業出口秩序的整頓力度。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十六日電】一直苦於與韓國
家電巨頭競爭處於不利局面的中國彩電企業集群，將首
次有機會與競爭者處於同一技術起跑線進行競爭，在廣
交會上首期的家電展區，眾多中國彩電生產商都表示，
智能家電時代是中國企業的戰略機遇，開放的安卓平台
，將使中國家電企業擁有與日、韓企業同樣的起路線，
智能彩電也成為中國出口企業重點推出的產品。

中國彩電企業的品牌化戰略遠遜國外競爭者，隨着
競爭激烈，彩電企業一直在微薄的利潤中備受煎熬。

海信電子出口業務公關負責人邰麗娜強調，隨着品
牌化戰略的實施，海信將能夠實現人機對話的智能型彩
電列為當前最重要的發展產品， 「彩電智能化使海信與
國際品牌第一次實現產業技術革新的同步，在安卓這一
開放的平台上，海信將與國際品牌同步競爭」。

中國另一彩電巨頭長虹也表達了這一產業發展的方
向，廣東長虹電子海外市場部部長余文君介紹說，公司
推出的智能型家電，可以實現人機互動，通過語音識別
技術，彩電可以按使用者的指令，執行諸多網絡搜索和
播放命令。

他認為，智能型彩電是長虹未來最重要的產品類型
，也是長虹與國際品牌競爭的利器， 「在智能時代，由
於系列平台的開放性，長虹擁有與彩電巨頭同場競技的
公平技術環境，開發應用將是各品牌競爭的重要落腳點
，此外，長虹彩電也將窄邊、無邊框設計方面做出突破
，有助於確立其海外競爭優勢。」

康佳國際營銷事業部副總經理鄧志斌在談到智能彩
電的發展時強調，雖然現在智能彩電僅佔公司 20-30%
的產品份額，但卻是公司未來競爭的最重要產品，他認
為這是康佳能否贏得與國外產品競爭的戰略機遇。他預
期在下半年會在海外市場主推智能彩電，以提升企業的
出口利益，因為智能型彩電將較普通的平板產品擁有更
好的出口價格，產品附加值更高。

中國彩電艱難求存
冀智能時代贏商機

▲家電是中國機電產品出口的生力軍
本報記者黃裕勇攝

▲機電產品是廣交會上海外採購商最熱門的採購
商品 本報記者黃裕勇攝

▲中國企業展位的設計師與參觀者交流 新華社

▼中國參展企業的負責人正向外商介紹產品
黃裕勇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