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20日下午在金邊舉行的
東亞峰會閉門會上，中國總理溫家寶就
地區形勢和南海等問題闡明了中方立場
。溫總理強調，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立
場是明確的、一貫的。中國致力於維護
南海和平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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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廣告不是輿論戰

井水集

自中央政策組邵善波在電台節目
及立法會上提出政府應主動掌握民意
及輿論後，反對派議員立即驚呼：梁
振英政府要 「控制輿論」 、大家要準
備打 「輿論戰」 了。而 「證據」 之一
，是特區政府近日在電視台大賣廣告
，包括二千二百元的 「長者生活津貼
」 的廣告、 「新界西北發展規劃」 做
廣告，以至中學因生源不足而要 「減
收」 也要賣廣告……。而在此之前，
政府是只會就已經在立法會通過執行
的政策、措施才會賣廣告的，如什麼
清潔香港、停車熄匙以至選舉投票等
；但如今不同了，一些只是由政府提
出、還未在立法會討論通過的政策、
措施就已經大賣廣告了，這還不是要
大打 「輿論戰」 又是什麼？

這真是典型的 「只許議員放火，
不許政府點燈」 了。

作為特區政府，為什麼不能夠更
好的使用大眾傳播媒介、更好的發揮
輿論導向的作用，在電視上宣傳一介
紹一些正要推行的方針政策和措施？
為什麼社會各方各面、各行各業都可
以使用的公眾頻道、大氣電波，獨獨

是政府卻不能用？如此不是自縛手腳
、自廢武功了嗎？

而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花公帑
購買電視頻道節目時間賣廣告，如果
是用來宣傳梁振英、反駁梁的官邸沒
有僭建，那麼，反對派和亂港傳媒絕
對可以大罵政府亂用公帑、可以大罵
政府打 「輿論戰」 ；但是，現在政府
公帑做的廣告，是宣傳關係到四十萬
老人福祉的 「長者生活津貼」 、是關
係到全港未來長遠發展的 「新界東北
規劃」 、是全港家長、學校、老師和
學生都關心的 「減收」 ，無一不是與
經濟民生、與市民利益息息相關的大
事、正事、好事，那又有什麼不應該
、又有什麼不可以？

這些廣告，老人家要看、市民要
看、家長和老師也要看，如果不看，
他們就會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就會被
反對派和亂港傳媒的歪曲造謠牽着走
，就會上當。這些廣告是符合市民整
體利益的，不是要控制輿論、扭曲輿
論，今後更要再多做一些才好。

【本報訊】三一集團董事周富貴 20 日在北京的一個論
壇上介紹了起訴美國總統奧巴馬的來龍去脈，透露起訴受到
當地民眾的支持，一個市民組織的友好團將出席 28 日的第
一次聽證。

據中新社報道，周富貴在新浪金麒麟論壇上說，起訴奧
巴馬和外商投資委員會已經得到了當地民眾的支持，在 28
日第一次聽證會上，項目所在地俄勒岡州市民組織的一個友
好團將出庭支持三一重工。

據周富貴介紹，起訴奧巴馬請了十幾撥美國律師，美國
當地律師也認為三一重工受到不公正對待。周富貴認為美國
的法律是公正的， 「冤屈」會得到伸張。

今年9月2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
由，簽發行政命令，禁止三一集團關聯公司羅爾斯在美國俄
勒岡州一軍事基地附近興建4座風力發電廠。

周富貴介紹說，美國的財政部下設一個外商投資委員會
，由8個聯席部長組成，包括國防部、財政部等部門的部長
，負責外國人在美國投資項目的審查。國防部提出，美國海
軍有一個投彈靶場在風電項目附近，在那裡建風電場將會影
響到該靶場，因此請求禁止建風力發電廠項目。投資委員會
裁決接納該訴求，但是命令要經過奧巴馬簽署才有效。

三一重工認為，除海軍提出的異議之外，三一重工其他
全部手續都是合法的、經過批准的。而且丹麥一家公司就在
附近建了風電場，並且已經運營，三一重工受到不公正對待
，因此起訴外商投資委員會，同時奧巴馬也作為被告之一。

周富貴說， 「起訴奧巴馬不是策劃的，也不是炒作，是
『逼上梁山』，我們需要找一個渠道來申訴 『冤屈』」。

【本報訊】當地時間20日中午，中國國務院
總理溫家寶在柬埔寨首都金邊會見美國總統奧巴
馬。這是溫家寶與奧巴馬第五次會面，也是中共
十八大及美國大選之後，中美兩國領導人首次正
式會晤。

綜合中新社、新華社報道，當天的會見進行
了大約45分鐘。在會見開始時，溫家寶表示，中
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保持
中美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符合兩國和兩國人
民根本利益，也有利於亞太地區乃至世界和平、
穩定與繁榮。

溫家寶說，中美兩國堅持推進相互尊重、互
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堅持共同探索構建新型
大國關係，堅持鞏固和加強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
、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戰略安全對話等合作機制
，堅持加強中美經貿合作，以大規模經濟和金融
合作應對困難，解決分歧，堅持加強在國際和地
區問題上的交流與磋商，特別是在亞太地區的合
作。

溫家寶說，展望未來，中美應繼續堅持建設
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大方向，保
持和加強在重大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溝通與協調

，特別是與其他亞太國家共同努力，維護和促進
本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繁榮。他強調，中國正處
在重要發展階段，需要長期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
，中國將繼續是熱愛和平、維護和平的負責任大
國。

奧巴馬說，美中合作對亞太地區乃至世界安
全和繁榮至關重要，我致力於同中方共同為此努
力。美中作為世界兩大經濟體，對促進亞洲和全
球經濟平衡、可持續增長負有特殊責任，發揮着
重要的引領作用。美中兩國領導人就共同面臨的
全球和地區問題保持接觸和溝通十分重要。美方
希望繼續加強兩國關係。

奧巴馬表示，美方堅信，中國的和平崛起、
中國的成功對全球安全與繁榮至關重要。美中應
加強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挑戰與威脅。美方希望
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地區熱點問題。在主權和領土
爭議問題上，美國不會選邊站隊。

當晚，溫家寶抵達泰國曼谷，開始對泰國進
行正式訪問。溫家寶是在結束對柬埔寨的訪問並
出席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後離開金邊的。柬埔寨
政府高級官員、中國駐東盟大使楊秀萍、中國駐
柬埔寨大使潘廣學等到機場送行。

致力維護南海和平穩定

三一起訴奧巴馬
獲得當地民眾支持

【本報訊】中國總理溫家寶20日在東亞峰會上表
示，中國將全力支持東盟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RCEP）建設。

據中新社報道，溫家寶說，RCEP反映了地區國
家的共識，明確了區域經濟一體化方向，意義重大。
中國將全力支持東盟推進這項工作，積極參與談判。
他呼籲各國抓住區域一體化進程的新機遇，奉行自由
公平的貿易政策，堅持市場開放，堅決抵制各種形式
的保護主義。

此外，溫家寶指出，當前，國際社會對世界經濟
復蘇勢頭放緩、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普遍感到憂慮
。各方聚會東亞峰會是為了團結與合作。各成員應
積極應對國際社會的共同關切，給世界帶來信心和希

望。
他說，東亞峰會要營造對話、協商、共贏的合作

氛圍。亞太地區多樣性突出，各國之間難免存在一些
分歧和問題，應該相信當事國能夠通過對話妥善處理
。中國歷來倡導互尊互諒、講信修睦，願為東亞的和
平、穩定、發展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

為東亞經濟一體化注入動力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是東亞地區自由貿

易建設的重要步驟，包括東盟 10 國和中國、日本、
韓國、印度、澳洲、新西蘭在內的 16 國如果都參加
談判並達成協議，將為東亞經濟一體化注入強勁動
力。

這16國的經濟總量近20萬億美元，人口約30億
，可望成為全球規模最大、貿易自由度較高的自貿
區。

按照RCEP預計時間表，東盟希望能在2013年年
初啟動談判，並在2015年年底完成談判，之後進入實
施階段。

溫家寶還表示，中國經濟進一步趨穩，有望保持
較快增長，實現更高水平的發展，繼續成為地區和世
界經濟的重要引擎。東亞峰會的各成員要努力辦好各
國自己的事情，增強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制定更有
力的政策措施，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穩定本國金融，
振興經濟，增加就業，改善民生，這是對區域發展最
直接、有效的貢獻。

【本報訊】20 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例行記
者會上表示，中國與東盟國家一致同意應全面有效落實《南
海各方行為宣言》，為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朝最終達成 「南
海行為準則」而共同努力。

有記者問：東盟希望與中方盡快啟動 「南海行為準則」
磋商。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表示，在制定 「南海行為準則」問題上，中方同
東盟國家一直保持着通暢、有效的溝通。各方一致同意應全
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保持對話勢頭，積極創
造條件，為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朝最終達成 「南海行為準則
」而共同努力。

據新華社報道，溫總理指出，亞洲在歷史上曾
經飽受磨難，在近現代又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蹂躪和冷戰的分割。20世紀90年代初，亞洲國家
痛定思痛，順應亞洲人民過上平安幸福生活的願望
，下定決心走區域聯合自強、合作共贏的道路，東
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

環顧世界，在過去的幾十年，許多地區都發生
了紛爭、衝突甚至戰爭。就在此刻，一些地方還是
炮火連天。相比之下，東亞地區總體保持着和平穩
定，為本地區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條件。這
次會議的東道國柬埔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
20 年的和平局面下，人民艱苦奮鬥，國家面貌煥
然一新。

我們舉行東亞峰會，濟濟一堂，共謀合作，就
是為了讓更多的國家更好地利用東亞經濟發展的機
會。我們歡迎各國為推進東亞合作多做建設性努力
，尊重、珍視並利用好東亞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發
展的良好局面。我們不贊成在這個會上突出領土和
海洋爭議問題，渲染緊張氣氛。

黃岩島是中國固有領土
針對有的國家領導人的發言，溫總理說，黃岩

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不存在主權爭議。中國維護主
權的行動是正當和必要的。

溫總理表示，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是明確
的、一貫的。中國既是一個大陸國家，也是一個海
洋國家。因此，中國高度重視南海的和平穩定和航
行自由與安全。目前南海航行自由與安全得到充分
保障。我們希望南海的國際航道隨着世界經濟恢復
發展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

堅持奉行睦鄰友好政策
中國堅持奉行睦鄰友好的政策，致力於維護南

海和平穩定。對那些並非我們挑起的突發事件也進
行了有效的處置。中國與東盟成員國十年前簽署了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達成了一系列重要原則和
共識。我們都不贊成將南海問題國際化。在此次中
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我與東盟國家進行了富有
成果的討論，希望能全面有效落實《宣言》，不斷
積累共識，為商談制定 「準則」創造條件。

我們願與各國一道，努力維護來之不易的良好
合作局面，繼續為促進東亞的持續和平與繁榮做
出不懈努力。

在東亞峰會閉門會闡述中方立場

溫家寶晤奧巴馬 倡建新型大國關係

外交部：
協商以達成南海行為準則

全球最大自貿區 中國積極參與

▲20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右）在金邊會見美國總統奧巴馬（左） 美聯社

▲20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右）在金邊會見澳洲總理吉
拉德。溫家寶表示，在國際金融危機大背景下，中澳經
濟相互依存進一步加深。雙方要抓住機遇，加快雙邊自
貿協定談判 新華社

溫總：溫總：

特區應正面宣傳認識十八大
全國政協昨日在京舉行 「十八大」

報告座談會，會上多名香港委員就國家
經濟發展和如何更好實踐 「一國兩制」
建言獻策，提出了不少建設性意見，發
言十分踴躍。

然而，類似討論，只會出現在北京
、出現在港區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的活
動上；在香港特區、在港人社會，對
「十八大」 報告，不要說熱烈討論，就

是能說出個要點梗概的恐怕也只會是少
數而已。這一現象，是十分值得關注和
探討的。

回歸以來， 「一國兩制」 ，基本法
第一章第五條白紙黑字寫明： 「香港特
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變」 ，甚至連全國人大制度也
不在港實施，港區人大代表不具備監督
政府施政的功能；但是，不實行社會主
義制度和政策，是否就等於港人可以或
應該對國家大事、包括關係到國族前途
、黨國興亡以及人民禍福的根本大業都
不聞不問、漠不關心了呢？

這顯然是不合邏輯、不合情理，也
對七百萬香港市民的福祉絕無好處的。

當然，說香港特區和內地社會並無
差異，中央開了 「十八大」 ，港人就應
該和全國人民一樣，馬上 「雷厲風行」
，立即組織學習 「十八大」 報告，還要
人人踴躍發言？答案當然是並非如此。
但是， 「十八大」 選出了新的中共中央
總書記和政治局常委，他們就是未來五
年以至更長一段時間國家的最高領導集
體，對他們的承諾和決心，對習近平總
書記提出的共產黨 「三大責任」 ：對歷
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黨負責，要以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黨的奮鬥目
標，二○二○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
及堅決嚴懲幹部貪腐，作為一個中國人
，對此不聞不問甚至無動於中，說得過
去嗎？更如何可以談得上與國家的發展
同心同德、同一方向、同步向前？

同樣， 「十八大」 報告提出要進一
步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 「港
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針，必須把堅持
「一國」 原則和尊重 「兩制」 差異、維

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發揮
祖國內地強大後盾作用與提高自身競爭
力有機結合起來，還提出港人應與全國
人民一道分享今日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尊

嚴與榮耀，要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的干
預。對這些重要論述：三個 「有機結合
」 應如何體現？港人分享榮耀與尊嚴的
同時要不要問一下自己的責任與貢獻？
外部勢力干預又反映在那裡？作為港人
一分子，如果對此懵然不知、不加思索
，更毫無作為、毫無回應，那麼只能說
一句：未來港人要自求多福了

事實是， 「一國兩制」 下，作為一
「制」 對另一 「制」 缺乏應有的認識了

解，作為一個中國人對自己的國家沒有
應有的愛護和尊重，那麼，不僅港人本
來享有的 「一國兩制」 優勢不可能得到
充分發揮，而且最終恐怕只會落得個自
我孤立、見遺的境地。

回歸迄今已經十五載，如何提高港
人對國家大事、特別是眼前 「十八大」
重要成果的認識，是擺在全體港人社會
以及特區政府面前的一件大事，作為特
區政府，對此更負有不可推卸的憲制責
任。 「一國兩制」 可以講美國民主、講
「一人一票」 ，為什麼就不可以滿腔熱

情、光明正大、實事求是地去講 「十八
大」 、談自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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