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友 「未入黨的人」

網友 「寧慈佳者」

網友 「看不懂」

網友 「冷鋒射月」

網友 「Remind」

網友 「人要說真話」

網友 「果果」

網友 「陸曉莉」

網友「泥濘中的跋涉」

【本報記者隋曉姣整理】

●願祖國更加繁榮富強，百姓更加安居樂業，國家領導人更加
的再改善民生……相信你，以後的中南海智慧！

●執政黨要保持純潔，必須反對特權，特權是一切腐敗的基礎
，黨內決不允許有特權黨員

●希望各位代表有一顆百姓心！辦利民之事，排解百姓之難
；定安民之策，體恤百姓之苦；行愛民之舉，博取百姓之
心。

●看到十八大代表中出現了許多 「草根」 階級的新面孔，希望
他們能代表廣大群眾的心聲，真正做到為人民辦事。

●房價實在太高了，大學生畢業緊接着就要面臨房奴的命運。

●從根本上解決分配不公嚴重問題！切實解決代課和正式教員
待遇一樣！

●針對大學生就業問題希望能有更好的政策出台啊！

●請多關注西部地區農民的收入問題，真正落實提高農民生活
水平的發展方針。

●請多關注基層教師利益，多關注農村教師疾苦。

關 昭

解決交流問題 促進兩地關係 龍尾之爭應按機制解決

社 評 井水集

昨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在 「苗圃挑戰
十二小時」 起步禮上，致辭時提到過去
三十年來，兩地關係發展日趨密切，除
了經濟聯繫外，港人對捐助內地慈善事
項，如天災救援等樂善好施積極參與。
的確，兩地間的同胞血肉關係每在危難
之時更形突顯。梁特首的言論也有力地
反擊了近期少數別有用心者，藉各種機
會挑撥兩地民眾關係，在打擊 「水貨」
及反對新界東北開發等事項上表現尤為
猖獗，極端行為更令人憤慨。

然而最根本的事實是，隨着兩地經
濟交往日形緊密，兩地間的共同利益日
增，兩地民眾間的互助互利空間也日大
。簡單地回顧三十年來的歷史，便可見
到兩地交往的重要性和關鍵作用。在八
十年代內地開放時，香港通過工業北移
和 「前店後廠」 模式，建立了珠三角的
世界級出口加工基地，對啟動中國的改
革開放起了關鍵作用，並由此對世界經
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回歸後香港接連
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及 「沙士」 疫情衝擊
，經濟下瀉不止，民生大受影響。正是
在這危急關頭，中央及時出招，由擴大
對本港開放，特別是通過CEPA及個人

遊等措施，把瀕危的香港經濟挽救回來
，避過了墜入深淵的浩劫。

這些事實說明了兩地關係不單密切
，而且是唇齒相依。特別是到了今天，
兩地經濟融合之緊密已是不可逆轉不可
分拆。香港經濟無論在維持日常活動或
長遠發展上，均對內地依託日深，故挑
撥兩地關係無異是經濟自殺。顯然，對
少數藉機亂港殃民的黑手，必須嚴加揭
發及痛批。

另一方面，也必須客觀地面對現實
。隨着兩地經濟日趨融合和民眾交往日
增，一些問題包括摩擦必會浮現。對此
一是不能無限上綱由誇大來進行挑撥，
二是要認真處理務求排難解紛，以免影
響兩地關係的持續發展，和民眾間的互
助互利交往。特別是○三年後，兩地交
往範疇日廣深度日增，遂帶來了一些新
的問題，包括 「雙非」 孕婦， 「水貨」
客，內地來港爭搶貨品及炒貴樓等等。
這些都基本上是交流發展中的問題，必
須從深化發展中解決，而且都是技術性
問題，可由採取有效的管理、調節措施
消減。但由此也給推動兩地關係發展的
策略及政策工作，掀開了新的一頁，要

面對新的課題及挑戰。
三十年來尤其○三年後，兩地關係

發展主要重點是放在擴大交往上，特別
是通過內地對香港實行 「超世貿開放」
來實現，使香港能首先並更多地從內地
開放中受益。也正因此香港在多個行業
包括金融、旅遊、房地產、物流、交通
等等，內地因素的比重日高甚至佔到了
主導地位。交流在量的擴張上十分迅猛
，且料將繼續如此。但到今天當擴量已
不成問題時，兩地交流的發展重點必須
轉到提高質素上，而這首先要求處理好
兩地交流帶來的各種問題。這樣不單有
利於兩地關係的持續及健康發展，也可
從根本上消除了搞事者的藉口來源。

看來，在梁特首領導下的港府，已
體會到兩地交流須作策略轉變，特別是
要處理好相關問題的重要性。梁特首在
上任前便已承諾會盡早根除 「雙非」 問
題，上任至今又開展了嚴打 「水貨」 行
動，推出 「港人港地」 政策，暫緩內地
擴闊一簽多行訪港計劃等，可為兩地交
往的發展消除障礙。兩地民眾也應開誠
相見，同心同德共拓交往門路，從而取
得更多雙贏。

大埔龍尾灘，昨日吸引不少市民
全家大小前往，在淺灘上捕捉小蟹和
蜆貝等。龍尾本來是一個鮮有遊人的
寧靜海灘，但近日由於政府要在該處
發展人造沙灘旅遊點，環保人士提出
反對，龍尾灘之名遂不脛而走。

昨日，還有數百名環保人士前往
添馬政府總部集會，抗議龍尾發展計
劃。一些環保團體亦已準備提出司法
覆核，阻止工程破壞當地的生態環境。

在本港，發展和環保的矛盾，近
年有越演越烈之勢。遠的有維港填海
，纏訟多年，雖然政府最後勝訴，但
到今天灣仔繞道仍未竣工，中環至灣
仔一帶的塞車問題仍然嚴重。此外還
有港珠澳大橋，港段工程遲內地、澳
門兩年才上馬，工程造價也因此上漲
了不少。而眼前，龍尾海灘又成為
政府與環保人士之間一個新的角力
焦點。

龐大的基建工程和發展規劃，對
現場環境不可能不帶來一些干擾和破
壞，但發展始終是 「硬道理」 ，像維
港填海和港珠澳大橋，以至未來的赤
鱲角機場新跑道擴建工程，對本港經

濟、民生、社會和就業來說，都是不
能不發展的，而環境不可避免要付出
一些代價。

因此，問題不是要不要發展或重
視不重視環保，而是面對矛盾，必須
找出可以把影響減到最低的辦法，而
不是各執一詞，以發展壓環保，或以
環保阻發展。這裡面，制訂一個客觀
標準或機制就是必要的，否則問題永
遠不可能得到解決。

眼前，政府在提出大型工程發展
基建項目前，必須完成環評工作，公
開環評報告，還要在區議會進行討論
，還有公眾諮詢和立法會動議辯論。
這些過程或機制，就是為了避免出現
不必要的偏差，確保發展和環保之間
能取得比較適中、合理的平衡。

當然，機制並非十全十美，發展
和環保之間也不可能有絕對的平衡，
但機制既然設立，大家就應該按機制
辦事，不能堅持己見、毫不讓步，動
輒興訟、司法覆核，耗用納稅人金錢
。龍尾發展之爭應該按機制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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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增強國力改善民生
作為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將在3天後召開的十八大不僅吸引世界關切的

目光，也讓國內民眾充滿期待。十八大召開前夕，多家內地網站相繼推出 「十八大特別
調查」 、 「寄語十八大」 等欄目，供網友表達自己對黨代會的期許和願望。網友回應中
， 「加強反腐力度」 、 「保持黨性純潔」 等寄語頻頻出現，而提升國家實力、切實改善
民生更是萬千網民的殷殷期待。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4日電】

【本報實習記者周琳、張靖唯北京四日電】中
共十八大開幕在即，全國多地警方日前舉行十八大
安保誓師大會，誓言確保此次重要會議期間的社會
穩定。北京作為會議召開之地更是重中之重，相應
整治措施早已從數月前開始。北京市政府要求 「大
事不出，小事也不出」。

記者今日在北京街頭所見，人民大會堂所在的
東城區部分街道沿街掛上了紅燈籠與中國結，不少
商家也掛出了國旗，街道上警車也比日常增多，顯
示十八大召開已進入倒計時。

據悉，從本月7日零時至十八大閉幕，北京四
環路以內的工地暫停土方開挖施工，停止塔式起重
機安裝、拆卸作業，停止夜間施工活動。一些建築
工地外牆已被 「迎接中共十八大勝利召開」的橫幅
包裹。

循例加強城市安保
北京市交通委還規定，對途經政治中心區的17

條重點道路的運營車輛，全面採取有效措施封閉車
窗，嚴防拋撒傳單等問題的發生。記者從北京的租
車司機處也得到證實，他們接到公司的要求，在十
八大期間載客，特別是在長安街天安門一帶經過時
要把車窗鎖關閉，以防止乘車人有 「過激行動」。
出租車司機告訴記者，如果打車去長安街附近需要
簽署乘車協議，承諾遵守包括不搖下車窗等規定，
否則司機有權拒載。

記者見到，在長安街每約隔五十米就有治安志
願者巡視。十八大期間，北京全市將有140萬治安
志願者上街執勤。

分析人士指出，北京市民多已習慣在重大活動
或重要會議期間循例加強城市安保，外界無
須過度解讀。事實上，北京對治安的擔心
也是有道理的，近些年來，
「藏獨」、 「疆獨」等分

裂勢力以及某些非法組織日趨活躍，經常會威脅甚
至直接採取恐怖活動，破壞社會穩定，而且時間多
選在官方有重大活動或重要會議期間。因此北京官
方不得不未雨綢繆，加強安保措施。

暴雪突至啟動應急
十八大期間交通安全也很受關注，北京3日夜

晚暴雪突至，公安部隨後立即啟動了道路交通管理
應急機制，部署交通管理工作。公安部要求各地要
切實加強應急準備，協調交通運輸部門、公路經營
管理單位，對可能受到惡劣天氣影響的高速公路、
主要國道開展隱患排查，並在橋樑、彎道、陡坡等
易積雪、易結冰路段和事故多發點段，加強應急物
資和設備的儲備。

十八大的召開，正值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深化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今年以來南海和釣魚島
周邊的摩擦更激發起全國民眾的愛國情懷，這在網
友的投票中均得到體現。

收入分配社保養老最受關注
在新華網 「黨的十八大即將召開，你最關注哪

些關鍵詞」的調查中，超過20萬的網友選擇了收入
分配、社保養老、領土主權分居前三位，教育公平
、樓市調控、物價水平、醫療改革、食品安全、反
腐倡廉、社會公德、基層民主也以超過15萬的投票
領先於經濟增長、就業形勢、文化發展等關鍵詞，
這反映出人們切實改善民生的要求，也折射出百姓
對廉潔、民主的期盼。

「寄語十八大代表」欄目中，防範腐敗的呼聲
最高，網友 「明亮11」說， 「滅六國者，六國也。
」黨的最大威脅來自內部的腐敗，特別是幹部選拔
任用上的腐敗，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環境，是黨的
首要任務。網友 「天命1949」希望能夠實現 「官員
財產公示，有疑必查；裸官一律去職，人大監督。
」網友 「蒼天無眼」則真切叮囑十八大代表 「珍視
肩上的責任，為國家開未來、為社稷劃前景、為百
姓謀福祉」，並深深地道一句 「拜託！」

在十年民主政治最大的看點中，24.23%的投票
網友選擇了 「尊重和保
障人權」寫入憲法，

「物權法、拆遷條例施行」緊隨其後得到擁護；十
六大反腐倡廉最重要的成就方面， 「堅決查處大案
要案，對任何腐敗分子都決不姑息」以22.81%的得
票率領跑，顯示出國內民眾對十年來反腐倡廉的肯
定；同時， 「發展綠色經濟，轉變生產方式，大力
發展可再生能源」亦以22.71%的得票率排名第一，
側面展示出國內民眾對科學發展觀的認可。

十六大以來，中共在黨建領域取得一系列的成
就，其中在十七大寫入黨章的 「科學發展觀」被視
作一大創新，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 「保持
黨的純潔性」等提法亦是十年黨建亮點。

望推進民主決策建設陽光政府
在 「您認為今後哪些方面迫切需要採取改革創

新的舉措，不斷加強和改進黨的自身建設？」一項
上，網友選擇了 「築牢思想防線，抵制各種錯誤思
想」、 「推動民主決策，防止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
」、 「嚴格幹部選拔責任追究，遏制用人腐敗」、
「注重黨員質量，及時清退不合格黨員」、 「防止

弄虛作假，制止 『政績工程』」、 「嚴肅查辦侵權
腐敗，保障群眾權益」等選項。這從思想理論、民
主制度、幹部改革、基層組織、黨的作風、反腐倡
廉等多角度對中共的發展建設表達期許，正如網友
「未入黨的人」所說， 「相信你，以後的中南海智

慧！」

萬千網民寄語十八大

十八大臨近 北京加強安保

▲北京天安門廣場為迎接十八大而布置的花壇堆滿積雪，銀裝素裹 中新社

▲十八大期間，北京將有140萬志
願者上街執勤 網絡圖片

網友寄語十八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