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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訪深力推改革開放 愚蠢反對派勿諉過於人

社 評 井水集

習近平總書記昨日到深圳視察，上
任新職不久便即訪深，顯見他與中央對
這個南方城市的高度重視。無疑，深圳
確有不少值得注目及令人驚嘆之處，而
習近平南訪意義尤大，毗鄰的香港對此
尤須認真解讀。

深圳是一個十分年輕的城市，發展
之快早已名聞於世，並由此帶來了 「深
圳速度」 之美譽。但必須認識深圳之成
長有着重要的深意，所標誌的遠超一個
城市的發展史及地域的時空區間。首先
，深圳是中國三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的地
標和成果的反映。深圳特區的建設，乃
改革開放中的極重要環節及關鍵性的試
驗，其成功及所取得成果，為在全國推
行改革開放起到重要的示範作用，深圳
作為領頭羊的巨大貢獻將永留史冊。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上世紀
九十年代初南巡深圳，對改革攻關起了
關鍵性的推動作用，帶來了中國在改革
開放上的重大突破，如此廣泛及深層的
體制轉變堪稱史無前例，所釋出的改革
紅利更成了中國十年來迅速崛起的重要
基石。習近平步先輩足迹南下，定可為
改革開放再添動力，為新一輪突破性轉

變的啟動點火，由此帶來的更多紅利，
將可促使中國的現代化及民族復興大業
，能更順利和更快完成。

除了作為改革開放地標外，深圳也
是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
的櫥窗。深圳之能有今天的輝煌，正是
建基於有效的混合型經濟模式。這包括
形成了多元化所有制的企業及產業集群
，和恰當地結合了行政與市場的資源調
配功能。深圳從無到有建成現代化、國
際化的都會級城市，最初沒有中央的計
劃及巨大投入絕無可能，但其後若沒有
市場引導的發展，同樣不可能有足夠活
力達致今天的成就。在深圳國有、私有
及外資企業並存互補，又合作又競爭，
互相配合互相促進，形成了良好的協同
效應。

當然，更不要忘記深圳也是兩地合
作發展的典範。深圳特區是頭一批迎接
香港工業北移的重點地區之一，由這裡
開始建造了世界級的珠三角出口加工基
地。香港對深圳發展提供了關鍵的起步
推動，並形成了舉世聞名的 「前店後廠
」 兩地合作模式。其後港深間又在購物
、居住、文娛醫衛等各種消費上實行互

補合作，自○三年後更成了個人遊及
CEPA 合作的試點，繼續為兩地合作及
內地的對外開放扮演領頭羊角色。

在 「十二五」 規劃期間以至更長遠
的將來，深圳將要繼續擔當上述的重要
角色。除了在市場體制完善化上要着力
開拓新路外，作為全國主要的創新中心
之一，深圳尤須在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
略的模式探索上，發揮領頭及示範作用
，這戰略已在十八大會議中定為國家發
展全局的 「核心」 。此外，深圳必須在
珠三角一體化及深港合作上繼續開拓新
路，特別是前海區更擔負着兩地合作機
制創新，和對港服務業全面開放的試點
重任。相信深圳今後必將更加努力，在
現有輝煌的高起點上再創新猷。

這些新形勢對於香港既是機遇也是
壓力。深圳的工業化及城市化是由香港
帶起的，但幾經轉型後已建設成為高科
技產業和金融、航運物流等多種服務業
的中心，經濟根基比香港更深更廣，今
後還將借助香港發展高端服務業。有估
算更指深圳很快會在 GDP 甚至人均
GDP上超越香港。顯然，香港應好好反
思如何加快發展和提升競爭力了。

「長津」 撥款昨日發生戲劇性發
展，政府改變策略臨時提交新撥款議
案，旨在 「設立專責長津事務職位」
的動議，以二十四票贊成、三票反對
、三票棄權獲得財委會通過。這也意
味着，整個「長津」撥款已獲法定效力。

由於政府早前已表明， 「長津」
二百多億元撥款將置入每年一度的財
政預算案，因此，如果明年三月預算
案獲得通過，第一批二十九萬名合資
格長者，最快能在明年四月一次過獲
發五個月的津貼。而最多將有四十萬
長者，今後將每月領到二千二百元資
助。

「長津」 撥款以如此形式通過，
的確出乎許多人意料。當然，出現這
種結果，必須要先 「感謝」 一眾反對
派議員。如果不是他們 「忘」 了提交
新的 「拉布」 動議、如果不是他們愚
蠢到不明白政府新議案的效果、如果
不是他們沒有按反對鍵，那麼今天留
給公眾的結果，必然是又一次的否決
了，而數十萬長者又要面臨又一次的
失望。從這層意義來說， 「長津」 通
過，反對派 「居功至偉」 。

但令人失望的是，議案剛通過，
反對派旋即翻臉 「輸打贏要」 ，拒不
承認結果。明明政府是按足議會規程
，事先提交文件予議員審閱，反對派
卻要指責政府提新動議是 「偷襲」 ；
明明財委會主席張宇人已多次提醒議
員，反對派仍然要宣稱 「沒有被通知
」 ，甚至質疑整個 「長津」 撥款的法
律效力。社民連梁國雄甚至聲言，明
年三月預算案繼續提出數百項「拉布」
修訂，誓要阻止 「長津」 順利落實。

歸根結底，長者生活津貼是一項
福利政策，與政改方案、架構重組有
本質區別，其目的是要改善數十萬貧
困長者的生活素質，不應成為黨同伐
異、攻擊政府、破壞政府管治威信的
政治手段。事實上，多個民調均顯示
，絕大多數市民要求立法會盡快通過
，以讓長者及早受惠。

過去兩個月來反對派的表現，讓
市民看到何謂不負責任、自私自利的
政客面目。如果明年三月繼續上演阻
撓、反對議案，無異於與民為敵，反
對派應當好自為之。

中央首倡社會管理法治化

以發展促環保建美麗中國

護群眾利益 建公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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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觀賞 「文明生態 美麗中國」 攝影展覽作品
新華社

▲黑色的污水直接流入錢塘江 網絡圖片

【本報訊】據新華網報道：浙江省兩個工業園區的集中
污水處理廠每天排出的數十噸污水，正在源源不斷地進入錢
塘江。有環保組織調查取樣的檢測結果顯示，污水中含有有
害化學物質。

一家國際環保組織4日發布《潮流．污流：紡織名城污
染紀實》報告稱，其工作人員於今年5月採集了浙江省紹興
縣濱海工業區以及杭州市蕭山區臨江工業園區集中污水處理
廠排出的污水，送往其位於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的實驗室進行
分析。檢測結果顯示，該水樣中含有有害化學物質和具有生
殖毒性的物質。

根據檢測結果，污水中的致癌物有芳香胺、硝基苯、二
氯乙烷和氯苯，還有公認的具有生殖毒性的全氟辛酸
（PFOA）和一種塑化劑（DBP）。這些化學物質都在紡織
生產中使用。

當地部門稱符合國標
對於綠色和平提供的檢測結果，蕭山區環保局副局長朱

海斌、紹興市環保局副局長胡劍均表示，工業園區污水廠排
污口的水樣每年要經過省、市、縣三級共14次抽查，18個
污染因子均符合國家排污標準。

蕭山當地村民稱，排污口污染情況由來已久，他們曾多
次找當地環保部門反映，但沒有什麼結果。據了解，紹興濱
海工業區還曾發生污水管道泄漏等污染事件。

專家籲加快立法管控
有業內人士表示，我國對有毒有害物質管控很薄弱，儘

管國家已經出台了危險化學品名錄，囊括了大部分有毒有害
物質，但主要是在銷售和運輸方面對其進行規定，在生產過
程中的使用和可能引發的環境污染卻沒有相關規定，因此，
這些有毒有害物質一直沒有進入環保部門的檢測和管控範圍
內。

專家呼籲，政府應加快立法進程，以適應工業發展和環
境保護的需要。地方政府應從生產源頭管控有毒有害物質的
使用和排放，加強工廠有毒有害化學品信息登記和公開工作
，同時要求紡織、化工企業在供應鏈中停止使用有毒有害物
質，並公開排污信息，改善中國江河污染現狀。

在輿論壓力下，蕭山、紹興兩地環保部門表示，正在對
有關問題進行專項檢查。

【本報訊】據新華網消息：據《廉政瞭望》
報道，隨着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一中全會落幕，新
一屆中央紀委班子隨之誕生，新任中央政治局常
委王岐山出任新一屆中央紀委書記，趙洪祝、黃
樹賢、李玉賦、杜金才、吳玉良、張軍、陳文清
、王偉當選副書記。此次新當選的 19 位中央紀
委常委，幾乎全部具備反腐工作經驗。

從新一屆中央紀委委員的規模看，比十七屆
時增加了 3 人，即從 127 人到 130 人，並且有超
過四分之三為新提名，這被認為是為適應新形勢
新任務，需要適當增加新鮮血液和專業性代表性
人選。

縱觀此次新當選的包括書記和副書記在內的
19位中央紀委常委，幾乎全部具備反腐工作經驗
。從年齡構成來看，本屆中央紀委 「55 到 60 間
」的官員居多，和前後兩個年齡段的幹部一起形
成了有序的梯次機構。

新一屆最高反腐機構班子甫一亮相，便讓人
們對今後的反腐倡廉工作充滿期待。輿論認為，
王岐山在以往的從政經歷中屢次擔當 「救火隊長
」角色，被認為是 「解決問題的高手」和 「處理
危機的鐵腕」，由其領銜肅貪倡廉，顯示中共進
一步加強治理貪腐的決心與力度。王岐山自2008
年至今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金融、商貿工作
，深諳金融規律和中國現實，近年來金融、債券
領域成貪腐重災區，而金融領域反腐正是王岐山
的 「拿手好戲」。

在除書記和副書記之外的常委中，中央組織
部副部長張紀南為連任，其他9人是首次入選中
央紀委常務委員會，並且絕大多數來自於中央重
要的黨紀和政法部門。

每日污水數十噸 江面成黑色漩渦
浙工業園被曝排污錢塘

鄧智平認為，當前中國正處於經濟轉軌、社會轉
型時期，產生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如房屋土地徵收中
的矛盾、勞資糾紛等，而汕尾烏坎、增城大墩村等群
體事件表明，傳統計劃經濟時代誕生的社會管理模式
已越來越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社會發展
需要，新時期迫切需要創新社會管理。

讓人民充分享受改革成果
十八大報告指出，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建

立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暢通和規
範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渠道。鄧智平
認為，社會管理創新的最終落腳點是為了群眾，中央
積極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就是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維
護群眾的合法利益，建立公平制度，讓廣大人民群眾
充分享受改革開放帶來的成果。

2004 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社會管理格局
是： 「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

。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按照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
、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的要求，加強社
會管理法律、體制、能力建設。」而十八大在總結社
會管理創新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在 「黨委領導、政府
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之後，增加了「法治保障
」，形成新的社會管理體制的戰略決策。把 「法制保
障」納入到社會管理體制中來，這既是十八大在社會
管理方面的新提法，也是對加強社會管理的新要求。

強化弱勢群體博弈能力
民意如水，宜疏而不宜堵。政府要依法行政，目

前重點應是依法保障老百姓參與權，提供公民表達訴

求平台。通過公民個人訴求的整合，可提高弱勢群體博
弈能力。

鄧智平表示，要調解社會糾紛和社會矛盾，就必
須強調法治。十八大通過法治保障調節 「黨委領導、
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這四個主體關係，
實現社會管理深化，加快社會管理從人治到法治轉變
，從根本上改變社會治理的思路，提高領導幹部運用
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維護穩定
的能力，提高社會管理創新水平。中央作出社會管理
創新的重大決策，把社會建設這條 「短腿」補長，其
目的在於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增加和諧因素，促
進社會和諧。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七日電】中
共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把大力推進生態
文明建設獨立成章，並提出努力建設
美麗中國，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
系副主任、博士生導師董文博教授和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
志清對記者表示，這表明中國將生態
文明建設作為國家戰略，已經做出部
署，也顯示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為環境
保護、可持續發展、全球氣候變化減

緩而繼續努力的決心。專家認為，發
展仍是第一要務，只有發展才能給我
們帶來更高的環境治理的能力以及空
間。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正在卡塔爾
多哈舉行，不過會上中國面臨的形勢
並不樂觀。一方面，中國製造業的發
展帶來了更多環境問題，飽受國際詬
病；另一方面，此次會議正在商討全
球氣候變化應對機制轉向 「單軌制」

（即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責任相同
），中國或將會因此承受更多的碳減
排壓力，並損及社會經濟成長。

應理直氣壯說明環保成效
兩位專家指出，事實上，在環境

問題上，中國已經作出了積極努力，
並取得顯著成效，應該理直氣壯向世
界說明。

董文博介紹，在 「十一五」時期
，全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已由
2005 年的 1.276 噸標準煤下降至 1.034
噸標準煤（降低19.1%）。 「十二五」
期間，我國將減排目標定為單位國內
生產總值能耗降低 16%，單位國內生
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 17%。到
2015 年，全國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
將進一步下降至0.869噸標準煤，實現
節約能源6.7億噸標準煤。

李志清進一步解釋，在應對氣候
變化和低碳發展等環境問題上，中國
在制度建設上也進行了有力探索。在
環境治理方面已經從原來完全依靠政
府、行政這樣一些方式來調節環境保
護，轉向了現在政府主導，市場進行
協調。未來美麗中國的建設也需要借
助市場機制。未來五年內，相信 「政
府主導，市場機制補充」仍然將會是

環境治理的主要方式。

發展才能提高環境治理能力
對於如何落實 「美麗中國」的理

想，專家認為，發展仍是第一要務，
只有發展才能給我們帶來更高的環境
治理的能力和空間。

李志清說，有很多人都說，是否
可以學習西方國家，即等我們發展到
一定程度之後也將工業化污染轉嫁出
去。但他認為這已經不可取，中國是
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要經過技術創新
、結構的轉變來內部消化或者解決掉
我們現在這樣一個二氧化碳排放在內
的眾多的環境污染。

董文博指出，十八大報告提出
「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

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
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
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
面和全過程」，這也意味着現在提到
的 「發展」又與改革開放之初不同，
已經從最初的二位一體，而是到了五
位一體的新高度。在專家看來，發展
不僅是一種制度和經濟上的建設。李
志清副主任進一步表示，要將保護環
境、節約資源這樣一種理念深入到文
化，才是真正能夠解決我們環境問題。

政府主導 市場補充

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把 「法治保
障」 納入到社會管理體制中來，廣東省社
科院社會學與人口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鄧
智平博士表示，這是中央首次提出 「社會
管理法治化」 ，目的是加快社會管理從人
治到法治轉變，從根本上改變社會治理的
思路。要推進社會管理法治化，就必須統
籌規劃，分步實施，他建議，現階段重點
依法保障老百姓參與權。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七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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