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日 星期六A4要聞責任編輯：梁曉斌

冀藉政商經驗為國家出謀劃策

唐英年：虛心學做委員
前政務司司長、新任全國政協

委員唐英年昨日啟程赴京，出席3日
開幕的全國政協會議。他在登機前向

傳媒表示，全國政協的工作對他來說是
新挑戰、新機遇，他會用過去在特區政府
的工作經驗與商界的經驗為國家發展出謀
劃策，同時亦會虛心學習。另外，他又表
示本月13日會陪同太太出席有關其大宅僭
建案的聆訊。

本報記者 文 軒

自由黨將呈提案
倡深一日一行

【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有多位港區人大
代表及政協委員的自由黨在即將召開的兩會上將
有多項提案，主席周梁淑怡表示會向中央提議，
加強香港與內地的交流，特別是在內地加強對香
港的宣傳，減少兩地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矛盾與
摩擦。田北俊亦提議於深圳興建港式中小學，減
輕香港學額不足的壓力，同時對深圳實施 「一日
一行」，限制水貨客。

自由黨主席周梁淑怡表示，自由黨會在政協
會議上有15個提案，而其中一個重點便是向中央
建議研究如何加強兩地之間的文化交流，減少矛
盾與摩擦。她認為，過去一年，香港與內地雖然
有一些摩擦，但不能因此 「閉關」、 「落閘」。

周梁淑怡指，香港與內地只是文化上存在差
異。她以 「排隊」為例，指內地市民沒有 「排隊
文化」，所以會不自覺地 「打尖」，但如果獲得
提醒，相信也會依序排隊。她期望中央可以通過
廣告、網絡等多媒體向內地市民多做有關香港的
宣傳，讓內地市民在來港前便對香港的文化有一
定的認識，從而減少摩擦。

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亦對減少兩地摩擦提
出了具體建議。他說，本港因 「雙非問題」導致
學額不足，其中又以北區的情況尤為嚴重。他認
為，若能在深圳設立港式中小學，配以與香港水
平相若的師資，同時予其學生於香港繼續升學的
權利，相信可以減輕本港學額的壓力。

田北俊又認為，水貨客的問題是造成兩地矛
盾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即便水貨客需要限制
，卻不能因此而減少自由行的城市數量，亦不應
對絕大部分自由行城市在 「一簽多行」上加以限
制，唯獨深圳，因其有條件在一日內多次往返，
應當使其 「一日一行」，從而減少水貨客。

此外，自由黨的成員在政協會議上，還會就
深圳前海興建創意工業、在香港建立知識產權平
台，以及打擊非法旅行社等多個方面發表提案。
而港區人大代表、自由黨榮譽主席劉健儀亦會在
人大會議上就廉政反腐的問題向中央提出建議。

港委員聯袂抵京
多聚焦兩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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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爭日烈 財政矛盾難解

社 評 井水集

美國的財政懸崖問題又再浮現，由
三月一日起啟動兩黨協定的自動削減財
政開支機制，九年間要削減一點二萬億
美元，在今年九月前要削減八百五十億
美元。機制本來應在今年伊始啟動，而
成為財政懸崖的部分，但經兩黨協議推
遲兩個月實行，以便有更多時間來協商
，希望可獲得更好的替代方案，然而至
今兩黨仍無法達成協議。

這方案的啟動雖未有年初的財政懸
崖嚴重，但亦可視之為小型懸崖。據估
計這將做成GDP下降零點六個百分點，
和喪失七十萬個以上的職位，從而加深
了失業問題。IMF亦警告要調低美國
GDP增幅至少半個百分點，並可能影響
到全球的經濟表現。從宏觀角度看，八
百餘億的收緊或不算十分嚴重，相對美
國GDP的總量較小，但會由打擊信心並
帶來乘數效應，何況在當前的經濟不景
氣及高失業形勢下，衝擊力將更大，社
會的承受力也更低。如去年末季經濟便
幾無增長，脆弱的復蘇很可能被新一輪
削支扼殺。故聯儲局主席伯南克日前亦
按捺不住，呼籲兩黨推遲機制的啟動日
期。其實美國財赤太高，這方案雖未必

最好，但能削支好過不削，再拖延下去
並非出路，只會越陷越深。

之前兩黨都曾提出新方案，但都被
互相否決。看來兩黨就財政事務的鬥爭
將沒完沒了，稍後又有一場影響更嚴重
的硬仗：到三月中國債總額便再觸及上
限，若兩黨不能達成提高上限協議，政
府便無法發債而要違約，運作也要停頓
。提限協議本在年初便要達成，只是兩
黨同意延後，讓問題繼續拖下去。

自動削支乃慢性失血，影響一時間
不會見到，也不會做成震盪，只是廣泛
的政府服務包括國防活動將漸受影響。
另一方面，從長遠看更值得關注者是兩
大問題：一是由此反映出來的美式民主
政制失效，無法解決社會及經濟的深層
問題，拖延只會令情況惡化。二是對國
際事務尤其地緣政治格局的影響。

一些西方包括美國評論直指，目前
國會兩黨黨爭的政治體制，正是做成無
法及時達致合理財政決策的根源，既促
成財政失衡，又無法加以糾正。其實這
種政制失效，又是更深層的社會及政治
生態變化的反映：近年美國政局日益兩
極分化，形成了兩大陣營，而兩黨之爭

很大程度是代表兩營之爭。奧巴馬在次
任就職演說中便擺出戰鬥格，要堅決進
行鬥爭，與首任時力圖協調兩黨立場的
作風大異。由於財政決策乃利益劃分的
關鍵場所，矛盾最為匯聚及最為尖銳，
故雙方都要力戰到底而難以妥協。因此
今後財政決策必將高度政治化，再難有
合乎經濟規律及理性的抉擇。這自然對
美國經濟的復蘇及發展前景不利，決策
拖延也將損害市場信心。

除了經濟理性受壓外，同樣受到影
響的是美國的霸權主義角色。在逾萬億
的削支中，國防便要承擔近五千億之多
。雖然當局明言這不會影響 「重返亞洲
」 的部署，但隨中國軍力迅速提升，
美國能否承受新一輪軍事競賽？何況近
期的中東、北非亂局，又要求美國維持
資源投放而難以放手。

美國由虛推金融資本主義所衍生的
內部矛盾，正日益尖銳難解，兩黨在財
政上的拉鋸戰，只是這歷史最新發展的
一個顯象，也將隨深層矛盾發展不斷激
化。伯南克雖力圖以印鈔買債穩住大局
，但紙包不住火，最終仍難避免引致危
機爆發。

【本報訊】行政長官梁振英將於下周一至周
三訪問北京，並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的邀請，列席3月5日舉行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
一次會議的開幕式。

隨行的官員包括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邱騰華

、政府新聞處處長黃偉綸、行政長官私人秘書陳
嘉信、行政長官高級特別助理陳建平和助理處長
（傳媒）歐陽力。梁振英將於3月6日晚上啟程返
港，在他離港期間，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署理
行政長官職務。

【本報記者石璐杉、馮慧婷、陳錦輝北
京1日電】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將於3月3
日於北京開幕，新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的特
邀香港人士 「大部隊」今日抵京。包括前廉
政專員湯顯明在內的不少新任委員都表示，
這次會議是一次全新的體驗。而委員們最關
心的議題都圍繞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他們相
信，兩地交往日益密切的大趨勢不會變，問
題可透過溝通解決。

新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共有124名特邀香
港人士，其中數十名委員1日中午乘搭國航航
班由香港前往北京，他們於傍晚時分抵達貴
賓樓酒店。此外，在經濟界、僑聯、文藝、
福利保障等界別，亦有數十名港區委員，他
們也在近日陸續抵京。

新丁談感受：全新體驗
今年全國政協委員的特邀香港人士中有

46名新丁，包括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前警
務處處長鄧竟成和前廉政專員湯顯明等，可
謂星光熠熠。唐英年攜太太唐郭妤淺乘坐1日
下午3時的航班，並於晚上8時許抵達貴賓樓
。鄧竟成與湯顯明則隨 「大部隊」一起抵京

，在抵達貴賓樓3樓報名處登記並取得開會資
料後，兩人更 「孖住」一起行返酒店房間。
被問到首次參加政協會議的感受，湯顯明表
示，完全是全新的體驗。另一名新任全國政
協委員、香港建築師學會原會長林雲峰亦表
示，需要慢慢去體驗。

而此次港區委員最關注的議題都圍繞
兩地關係。前中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表示，
香港與內地的交往越來越密切，接觸越來越
多，文化或是利益上的矛盾亦無可避免。但
他相信，兩地交往大的趨勢不會改變，對於
具體問題，雙方都要想辦法去解決。

行會成員廖長城則表示，今次兩會外界
最關注新領導人上場，為國家發展所帶來的
新形勢，相信在民生、社會、住房、經濟發
展等多方面都會引起不少討論。對於近期香
港與內地在交往中發生的小矛盾，廖長城表
示，雙方的互動很重要，現時香港亦的確需
要解決容量問題，要考慮各項設施的承受能
力，但相信問題可透過溝通解決。

據悉，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將於2日下午於
人民大會堂參與政協預備會議。而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團則將於2日下午抵京。

特首將列席人大開幕式

■中央提倡節約新作風，早前各省
市在召開兩會期間已取消了警車開路的
措施，此次全國兩會也是如此。港區全

國政協委員1日下午4時前已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之後乘
車返回酒店，在抵達市中心時尚算順暢，結果到了市中心塞
車一個多小時，委員們一直到傍晚6時左右才抵達貴賓樓酒
店。前中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笑說： 「以前唔係特別快，但
今次特別慢。」但他認為，沒有警車開路，一視同仁絕對是
好事。而酒店以往都會掛住歡迎港澳委員的橫幅，此次也省
去了。 【本報北京1日電】

委員塞車無怨言

◀唐英年昨日離港
赴京前，向在場的
傳媒親切揮手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湯顯明（
左）及鄧竟
成搭乘飛機
赴京

中通社

▼（左起）
田北俊、周
梁淑怡及劉
健儀講述自
由黨的提案

本報記者
文 軒攝

◀傳媒在
港區政協
委員下榻
的酒店守
候
本報記者
陳錦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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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運生效奶粉荒可解
限制奶粉出境禁令昨日開始實施

，截至昨午，各口岸已截獲十宗違反
規定個案，拘捕八名港人和兩名內地
人，涉及五十三罐奶粉。從首日執行
情況來看，新政已即時發揮效用，往日
水客成群結隊的現象，已經不復存在。

當然，一項政策能否取得預期效
用，需要更長時間去證明。僅從一、
兩天的口岸情況，或許未能足以說明
禁運政策的真實作用。而事實上，政
府過去並非沒有採取過行動，但往往
打擊一次、消停一次，沒多久又死灰
復燃。更何況昨日被截獲的僅僅涉及
五十三罐奶粉，數量少得可憐。因此
，新政到底能發揮多少作用，還得更
長時間去印證。

但公眾應有理由相信，困擾香港
多年的 「奶粉荒」 將獲得最大程度的
緩解。禁運令生效僅是其中一個原因
，更關鍵是，特區政府已由過去被動
管理，變成主動出擊去解決問題。特
首梁振英上任以來，因應實際情況連
番採取及時行動，可謂標本兼治。一
方面是 「堵」 ，即以 「重典治亂」 ，
各執法部門聯合行動，違規者面臨最

高五十萬元及兩年監禁的懲罰，對水
貨集團產生即時的震懾作用；另一方
面則是 「保」 ，即設立供應奶粉的熱
線，要求奶粉供應商首先確保每一香
港家庭都能及時獲得足夠供應。

從近月來的情況反映， 「頻撲」
買奶粉的情況已經消失，鮮有家長再
投訴買不到奶粉。一如上水區議員所
言，過往水客重災區的秩序已見恢復
，以前排隊人潮、阻塞道路、隨地垃
圾等問題已大為改善。因此，在新措
施持續之下，可以預見，因 「奶粉荒
」 所引致的社會不滿情緒，將獲得有
效緩解。

過往曾被形容為 「不可解決」 的
問題，如今獲得顯著改善，毫無疑問
，這必然會為梁振英管治加分。當然
， 「奶粉荒」 涉及複雜的兩地關係問
題，不可能一朝一夕獲得徹底改變，
但從此事可以引申出，急民所急、想
民所想，應當是執政者所堅守的施政
方針。梁振英政府應當以此為契機，
凝聚社會共識，全面推進各項短中長
期的利民措施。

政協工作是新挑戰新機遇
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及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即

將在北京相繼開幕，連日來部分港區人大及政協委員已先後
前往北京。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昨與數十位 「政協大部隊」
乘飛機赴京。作為其中一位最具知名度的政協 「新丁」，他
在登機前向傳媒表示，這是他首次參加兩會，政協的工作對
他來說既是新挑戰，亦是新機遇。他相信，在立法機關7年
的工作和在特區政府9年的經驗，再加上商界豐富的經驗與
廣闊的人脈網絡，可以為國家出謀獻策。他說， 「希望透過
這個機會，為香港未來的發展，以及國家和香港兩地的互惠
共贏做出貢獻。這次亦會抱虛心學習的態度，多學習、多
了解、多觀察，希望可以發揮好政協委員的角色。」

外界一直盛傳唐英年極有可能擔任全國政協常委一事，
對於傳媒追問他是否有信心做常委之時，唐英表現得謙虛謹
慎，他重申自己還只是政協委員，又強調會虛心學習。

將陪妻出席聆訊以表支持
至於屋宇署早前完成對唐英年九龍塘約道大宅僭建的調

查，並向他太太郭妤淺提出檢控之事，昨日偕同妻子郭妤淺
赴京的唐英年表示，會在兩會期間返港，陪同太太出席有關
聆訊。他並提到去年在特首選舉過程中家人給予他的支持令
其深受感動， 「選舉之後，整個家庭更加團結，融洽，和諧
。所以非常感謝家人給予的支持，與此同時，我亦會給家人
全力的支持，所以會陪同太太出席13號的聆訊。」當被問及
是否做好最壞打算之時，他說，這件事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但目前事件已進入司法程序，暫時不會評論。

唐英年在特首選舉失利之後與太太唐郭妤淺周遊世界，
此行首次來北京出席政協會議亦偕同太太一起。唐英年夫婦
於昨晚8時左右到達貴賓樓酒店。唐英年向在場守候多時的
記者親切表示， 「今日無沙塵暴，不是很凍，天氣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