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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大話精倒梁普選你呃人 港食品安全又亮紅燈

井水集

反對派 「民陣」 和亂港傳媒連日開
動一切宣傳機器，煽惑市民參與明年一
月一日的 「元旦倒梁大遊行」 ；這是一
個旨在搞亂香港的 「政治遊行」 ，而所
打出的口號 「倒梁爭普選」 則是徹頭徹
尾的謊言，市民切不可上當。

事實是， 「元旦倒梁大遊行」 是反
對派近日密謀策劃連串行動的 「第一擊
」 ，接下來，他們將會在立法會提出所
謂 「彈劾」 動議，實行會內會外大串連
、街頭議會成一氣，在港掀起一股衝擊
「一國兩制」 、挑戰中央權力的惡浪。

一些市民包括年輕人，可能基於前
一陣子發生的特首山頂物業僭建以及 「
國教」 風波而打算參與一月一日的 「倒
梁大遊行」 ，以表達對梁振英政府管治
上的一些不滿；但他們這些不滿卻 「分
分鐘」 會被利用變為對中央、對 「一國
兩制」 的攻擊，從而對本港的穩定繁榮
大局和兩地關係帶來傷害，這難道是市
民所甘願和可以不提防的嗎？

眼前，反對派為了達到抗中亂港的
目的，把 「倒梁」 作為行動重點，然而
，不論是元旦遊行的 「倒梁爭普選」 口
號，還是所謂的立法會 「彈劾」 動議，

在法理依據和事實上通通都是站不住腳
的謊言，只能哄騙一些不懂憲制和不明
真相的市民而已。

首先，反對派可以 「倒梁」 ，但 「
倒梁」 和 「爭普選」 卻是風馬牛不相及
的兩回事。

梁振英是經由特首選委會在港依法
選出、然後獲得中央任命；而二○一七
可以普選特首、二○二○可以普選立法
會，則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 「
最終達致由普選產生」 的規定而作出的
決定，兩者在時間、法理上並無任何必
然的聯繫，不要說梁振英不可能由反對
派 「要倒便倒」 ，就算 「倒梁」 得逞，
也不會因此而改變普選時間表的步伐；
而且恰恰相反，梁振英依法施政，特區
繁榮穩定、社會團結和諧，只會為二○
一七普選特首、二○二○普選立法會的
如期落實執行創造更有利的條件；否則
， 「倒梁」 一旦得逞，社會人心動亂、
經濟停滯不前、政治爭拗加劇，則只會
令到普選之路變得崎嶇難行、荊棘滿途
，隨時連二○一七、二○二○的時間表
都會受到衝擊延誤。

因此，任何真正想香港好、希望特

區早日有普選的市民，此時此刻最該做
的事，恰恰就是要支持梁振英和政府依
法施政，維護特區的穩定繁榮，並通過
適當途徑表達對普選的訴求，而不是參
與什麼 「元旦倒梁大遊行」 。

至於所謂 「彈劾」 特首動議，則更
是 「唔知嚇死、知就笑死」 的謊言。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節，即
議員十項職能中的第九項明確規定：如
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動議，
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而
不辭職，經立法會通過調查，可委託終
審法院首席大法官組成獨立委員會進行
調查，如調查報告認為證據足以構成指
控，又經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就
可以提出 「彈劾」 案，報請中央人民政
府決定。

顯而易見，二十七名反對派議員提
出的動議，只是上述條文中的頭兩句說
話，而可以肯定，動議不可能在分組點
票中得到通過。如此反對派的圖謀與整
個「彈劾」程序相去還有十萬八千里，又
如何可以稱得上是「彈劾」案？所謂 「倒
梁爭普選」 和「彈劾梁振英」，只能說明
：反對派自己才是「大話精」，你呃人！

近日，有關 「地溝油」 的新聞又
令本港的食物安全蒙上陰影，市民普
遍感到關注，要求當局加強監管。

無可否認，食物安全是關係到市
民健康和安全的大事，縱使有些報道
言過其實，引起不必要恐慌，當局也
必須正視。關鍵是近日一些報道的確
頗為觸目驚心，先是有內地 「地溝油
」 輸入本港的事件，繼而又傳出內地
有雞場出現 「速成雞」 供應快餐連鎖
店，兩者均含有不良致癌物質，如此
又怎能不令人望之而生畏，深恐自己
和家人在不知不覺間已吃進了 「地溝
油」 和 「速成雞」 。

本港的食物安全問題，應該說還
是處於一個安全、及格、可信的水平
，而不是像個別傳媒所描繪的那樣不
堪。這與整個社會的經濟、法治、民
生和教育、道德水平都有關。

一來，本港的食物安全，經過多
年前的 「打針雞」 、 「毒蔬菜」 、 「
孔雀石綠魚」 等事件後，有關部門已
加強了立法和執法工作，包括在海關
檢疫、批發市場、零售層面都加強了
抽驗，還派人到源頭產地視察，發現

問題就立刻跟進、處理，工作應該說
是已經奏效的，近年 「毒菜」 、 「毒
魚」 事件近年已甚少發生。

另一方面內地一些違反食物安全
產品以至行業的出現，無非是不法商
人為了謀求金錢利益，而社會上亦存
在執法不嚴、民眾警覺性不高、食品
安全知識不足等因素，才會令到不良
食品流出市面，找到銷售的對象。

但反觀本港，無論是執法力度、
食安知識以至商人、市民的道德標準
、教育水平，公然 「偽冒假劣」 、生
產害人食品如 「大頭娃娃奶粉」 等劣
行，發生的機會應該說相對是較少的
，就算有人企圖出售不良食品，一經
揭露，店舖就很難再經營下去，可能
還要吃官司，是得不償失的。

不過，無論如何，目前本港從內
地進口食品的渠道越來越多，特別是
一些副食品和加工食品，問題往往出
在添加劑上，有些甚至是食安部門也
未碰到過的新情況、新個案，在執法
上的確有加以檢討和收緊的必要。

中國今年外貿僅增6%
預計進出口總額逾3.8萬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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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銘指出，全年實際利用外資有望達到1100億
美元，實際利用外資5年來年均增長7%左右。預計全
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超過700億美元，令中國成
為世界第五大對外投資國。

消費品零售總額達21萬億
值得關注的是，在外貿景氣度不足的背景下，消

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主要動力。陳德銘介紹說，消費
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從2007年的39.6%提高至2012年的
55%左右，預計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21萬億元
，增長14%左右。

由於 「收入倍增計劃」啟動，服務業等消費行業
面臨歷史性的增長機遇。今日公布的服務業 「十二五
」規劃綱要明確提出， 「十二五」時期服務業增加值
佔比及服務業就業人數佔比均提高4個百分點。

陳德銘稱，將引導熱點消費，研究實施信用消費
促進政策，重點帶動家電、家居、汽車等耐用品消費
；還要擴大品牌消費，發展專賣店、折扣店等業態。
規範發展網絡消費，制定第三方平台交易、經營者管
理等規章制度。

加快退稅進度穩出口規模
面對持續低迷的外貿態勢，陳德銘表示，下一步

將主要採取四方面穩定外貿措施。第一，穩定出口規
模。落實和完善穩定外貿增長的各項政策，繼續做好
加快出口退稅進度、拓寬貿易融資渠道、擴大出口信
用保險規模、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等工作。盡快啟動
商業保險公司開展出口短期信用險業務，規範各種收
費。

第二，培育出口競爭新優勢。依託外貿轉型升級
示範基地、科技興貿創新基地、船舶汽車出口基地，
打造重點出口產業集聚區。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國際
化。支持企業培育品牌、建設研發中心，加強國際營
銷網絡建設。引導加工貿易繼續向產業鏈高端延伸、
向中西部地區轉移。

第三，發揮進口對調整結構的支持作用。落實加
強進口促進外貿平衡發展的意見，完善相關政策，調
整鼓勵進口技術和產品目錄，擴大能源資源、先進技
術設備、關鍵零部件和國內有需求的消費品進口。

第四，發展服務貿易和服務外包。穩步發展運輸
、旅遊等傳統服務貿易，拓展技術、文化、軟件等新
領域。研究制定新一輪服務外包促進政策，推進服務
外包示範城市建設。

上海選點設免稅品店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二十八日電】上海將爭取探索實施

離境退稅政策，並選點設立免稅商品購物店，明年起實施的
45個國家公民72小時過境免簽政策，已為離境退稅政策及開
設免稅店奠定了基礎。

明年實施的《上海市推進國際貿易中心建設條例》明確
提出， 「市政府配合國家有關部門在本市探索實施離境退稅
政策，選點設立免稅商品購物店」，從而釋放出申城爭取試
點的積極信號。

離境退稅政策是指對境外遊客在退稅定點商店購買的隨
身攜運出境的退稅物品，按規定退稅的政策。

滬上旅遊界人士建議，上海未來免稅購物的目標人群除
了到滬旅遊的境外人士，還可考慮積極爭取政策突破，以使
消費潛力巨大的國人，有更多機會在境內買到免稅商品，包
括擴大國內消費者出國歸來補購免稅品的範圍等。

經國務院批覆，自2013年1月1日起，在上海口岸對45個
國家公民實施72小時過境免簽政策。上海出入境邊防檢查機
關將在浦東、虹橋機場入境檢查現場，設立72小時過境免簽
檢查區域及通道。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二十八日電】商務部部長
陳德銘今日首次對外披露，今年全年外貿僅增6%，
但中國出口佔全球貿易比重仍有小幅增長。多名經
濟學家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表示，6%的外貿增速大大
低於預期，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兩頭擠壓是造成今
年外貿乏力的主要因素。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高級分析師周景彤預
計，明年外部環境仍難言樂觀，出口料維持個位數
增長。

警惕貿易保護主義增加
周景彤分析說，外部環境方面，歐美日三大經

濟體麻煩不斷抑制中國出口。具體來看，美國 「財
政懸崖」問題和歐債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風險；日
本經濟曇花一現，重新陷入衰退，發達經濟體對中
國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均大幅下滑。從內部環境方面
分析，人民幣匯率在波動中升值，不利於外向型企

業保持競爭力。此外，勞動力成本保持升勢，融資
成本上升，也不利於外貿企業經營。

對於明年中國的外貿前景，周景彤提醒說，考
慮到美國積極鼓吹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等
戰略利益轉移，需要警惕中美貿易保護主義增多的
趨勢。此外，內需趨旺有望帶動進口增速回升。他
預計，明年出口增長約為8%左右，進口增長7%左右
，淨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仍然為負。

除了穩定外貿增長，全國商務工作會議還提出
積極培育消費新增長點。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
分析師李佩珈認為，消費不斷增長將使中國經濟增
長模式由投資和出口拉動型逐步轉為消費拉動型，
消費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成長最快的領域。她舉例
說，文化、旅遊、電子以及汽車和醫療保健行業等
服務行業有望井噴。

李佩珈援引相關研究稱，預計到2020年，中國消
費總額有望達到10萬億美元，將成為未來10年對全球
消費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
將達到60%，比今年提高12個百分點。同期資本形成
佔GDP的比重則將從今年的48%降至2020年的39%，
下降9個百分點。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二十八日消息：
由於巨大的產能過剩和國內外需求低迷，處於
困境中的中國鋼鐵行業在2013年也不大可能看
到曙光。研究報告預計，明年鋼鐵行業高成本
、低增長、低利潤的局面仍將持續。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和社科院工業經濟研
究所28日發布的 「2012年中國工業經濟運行報
告」對明年全球鋼鐵需求情況並不樂觀。

報告援引世界鋼鐵協會近期預測數據稱，
今明兩年世界鋼鐵消費量將分別增長2.1%和
3.2%，明顯低於2011年6.2%的水平，中國鋼鐵
行業擴大出口的難度加大。

而國內需求在國家 「穩增長」政策的帶動
下，基礎設施投資將會有所增加，鋼材市場特
別是長材需求有望恢復，產量及消費量將小幅
增長。受汽車、造船等下游用鋼行業需求低迷
影響，板材需求難有明顯改觀。

巨大的困難來自鋼鐵行業的嚴重產能過剩
。中國煉鋼能力超過9億噸，產能利用率僅有
72%。據媒體報道，2012年僅河北唐山、邯鄲
兩地就有10多座高爐投產，新增產能2000多萬
噸。

今年4月初鋼材價格在達到年內高點後連
續5個月下跌，鋼鐵行業利潤大幅下滑。據中
國鋼鐵工業協會統計，1至10月，會員鋼鐵企
業盈虧相抵實際虧損52.2億元人民幣，全行業
處於淨虧損狀態。

該報告稱，2013年鋼鐵行業將繼續維持低
增長、低效益狀況。

【本報訊】海峽西岸經濟區首座核電站─福建
寧德核電站一期1號機組28日首次併網成功。該機組
併網過程中設備各項參數正常穩定，狀態控制良好。

據中新社報道，相關人士表示，這標誌該機組建
設進入併網調試階段，從併網日起，該機組將進入帶
負荷試運行狀態，繼續進行負荷試驗、瞬態試驗等相
關試驗項目，為商運投產做最後衝刺。

寧德核電站負責人士稱，併網後寧德核電站1號
機組需在完成168小時滿負荷試運行後，取得政府相
關部門頒發的相關審批文件，才能正式商運。

寧德核電站一期由中廣核集團公司、中國大唐集
團公司、福建省能源集團公司共同投資建設，採用自

主品牌的中國改進型百萬千瓦級壓水堆核電技術，建
設四台單機容量為108萬千瓦的核電機組，是目前中
國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自主化、國產化程度最高的核
電站之一。

自2008年2月開工以來，寧德核電項目1、2號機
組已完成總體工程量的96.7%，3、4號機組已完成總
體工程量的70.6%，工程進展總體順利。

中廣核集團公司表示，寧德核電項目建成後年發
電量約300億度，對於緩解東南沿海地區電力和能源
運輸的壓力，優化能源結構和電網結構，實現減少碳
排放目標，促進福建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發展，
建設青山綠水的 「美麗福建」將發揮重要作用。

全球主要經濟體需求疲軟令中國外貿
增速放緩。商務部部長陳德銘今日在全國
商務工作會議表示，預計全年進出口總額
在3.8萬億美元以上，增長僅6%左右。這
增速不僅低於GDP增幅，更未達到年初釐
定的10%目標。不過，中國出口佔全球份
額繼續攀升至11%左右。有分析預計，明年
外貿繼續回暖，但不會重回雙位數增長。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二十八日電】

專家解讀

內外擠壓致外貿乏力

穩定外貿四招
穩定出口規模

培育出口競爭新優勢

發揮進口對調整結構的支持作用

發展服務貿易和服務外包

海西首座核電站併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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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預計今年進出口總額在中國預計今年進出口總額在33..88萬億美元以萬億美元以
上上，，出口佔全球份額攀升至出口佔全球份額攀升至1111%%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寧德核電項目建成後年發電量約300億度。圖
為興建中的福建寧德核電站 資料圖片

▲上海明年實施45國公民72小時過境免簽政策。圖為虹
橋機場購物區 本報記者楊楠攝

溫州成立第四家民貸中心
【本報訊】據中新社溫州二十八日消息：溫州樂清民間

借貸服務中心28日成立，這是溫州金改以來的第四家民間借
貸服務中心。

樂清是溫州的經濟強縣，也是典型的依靠民間資本發展
的地區。

樂清民間借貸服務中心總經理陳捷表示，目前當地的民
間借貸還是非常活躍，利率一般視貸方的熟悉程度和信譽級
別而浮動， 「利息大致在一分五到兩分，如果關係非常
好的熟人，或者借入方的信譽比較可靠，利息也有可能降
至一分」。

陳捷還說，該中心的成立，正是為引導和規範民間
借貸行為，保護雙方的合法權益，培育維護競爭有序的
民間融資環境，促進民間借貸行為向公開化、規範化和陽
光化發展。

①完善消費促進體系，積極培育消費新增長點

②加快發展現代流通，保障市場平穩運行

③加快調結構轉方式，促進對外貿易穩定發展

④穩定利用外資規模，提高綜合優勢和總體效益

⑤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強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

⑥統籌多雙邊開放合作，營造良好外部環境

⑦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妥善應對經貿摩擦

（本報記者李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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