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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華晤梁振英談發展機遇胡春華晤梁振英談發展機遇

粵港推動粵港推動社會民生合作社會民生合作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北京列席十二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式，並在此
期間與不同省市的領導會面。他今日
上午與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會面。胡
春華希望粵港兩地加強合作，共同將
兩地的事情辦好。若有兩地都共同關
注但都解決不了的問題，胡春華說，
兩地政府還可以在全國人大政協兩會
上共同向中央政府提出來。梁振英表
示，粵港之間的合作應該是全方位的
，希望在現有的基礎上擴大雙方的合
作成果，爭取在經濟之外，在社會及
民生方面亦加強合作。

【本報記者石璐杉北京五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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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港區人大代表，入住香港團駐地北京飯店
，經歷大會周到的安排，更加感受到中央對香港的
關愛。正如其他省團代表所言，港澳團住在最靠近
人民大會堂的酒店，每次開大會，都可以最遲出發
，而最早回到酒店，頗令人羨慕，而其他團最少都
要提前一個小時開車。在大會堂遇到其他代表，聽
聞我們是香港區代表，都顯得特別熱情。可能是因
為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以及香
港像一個自幼失散現重投母親懷抱的游子得到兄
弟姐妹厚愛一樣，這種家的情感，很值得我們珍
惜。

現場聆聽溫家寶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猶如現
場觀看世界杯決賽，氣氛更熱烈。前輩們講，以往
工作報告最多的超過四十頁，總理須宣讀兩個多小
時，這次精簡到二十七頁，一個多小時就完成了。
期間每當講到大家心窩處，像 「決不辜負人民的期
望！」現場就會響起雷鳴般的掌聲。其中，感覺總
理贏得最多最長久的，一是 「堅決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領土完整，保障國家安全。」二是總理完成
報告後感謝十年任期內大家支持的三鞠躬。

【北京五日電】

粵港合作一直是特區政府與內地各省市合作
的重中之重，梁振英在春節前曾到訪廣東，並與
胡春華會面。今日胡春華在與梁振英會面一開始
時就表示， 「非常高興，一個多月，我們第二次
又能夠在北京見面。」胡春華指出，加強廣東與
香港的合作，高層的溝通很重要，雙方可以多來
往，有機會就共同碰到的問題，共同關心的問題
交換意見，這樣兩地可以合作得更好。 「在兩會
上，對於我們兩邊都共同關注，但都解決不了的
問題，我們還可以共同向中央政府提出來。」

強調支持特區政府工作
胡春華又說，自己已經去廣東省的21個市中

的18市視察，發現沒有一個地方沒有香港企業，
「我深深感到，廣東的經濟與香港緊密地聯繫在

一起。」他指出，去年跟香港直接做的貿易和通
過香港做的轉口貿易佔廣東對外貿易的60%。胡
春華稱： 「如果沒有香港與廣東的這樣一種合作
，廣東的經濟要發展到今天，我看是很難的。從
廣東的經濟發展角度來講，也要感謝香港。」胡
春華表示，在下一步，廣東省還是會一如既往地
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加強跟香港在各方面的合
作，支持香港政府的工作， 「我們共同合作，把
兩個地方的事情都辦好。

梁振英表示，香港與廣東的關係，有悠久而
且富有成果的歷史， 「我希望，我也相信，通過
我們兩地政府合作，可以爭取更多的發展機遇，
而且在現有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擴大雙方的合作
成果。」他表明，香港與廣東的合作應該是全方
位的， 「除了經濟之外，在社會、民生各方面，
有任何機會，我們都可以共同爭取。」

【本報記者石璐杉北京五日電】正在北京列
席兩會的行政長官梁振英，今日下午與重慶市委
書記孫政才會面。孫政才向梁振英表示，去年重
慶發生過幾個大案，但現時社會穩定，政治安定
，發展勢頭好，發展潛力大。

孫政才表示，就任重慶市委書記三個多月以
來，會見了很多來自香港的朋友，每次都會告訴
他們，重慶現時社會穩定，政治安定，發展勢頭
好，發展潛力大。大家凝心聚力加快發展，去年
經濟增長達13.6%，今年頭兩個月亦有14%至15%
的增長。

梁振英透露自己早年經常到重慶，他說，香
港與重慶在投資方面的關係一直密切，去年在貿
易投資方面有好的提升，香港目前已是重慶出口
第9大市場，特區政府上月亦已在重慶設聯絡辦
事處。梁振英指出，香港貿易和投資界對重慶都
很有興趣，而特區政府提倡在經濟發展上適度有
為，希望能夠與內地城市，有更大的共同發展機
會，繼續做到共同發展，互利雙贏。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5日電】 「現在人
大不是主動要再釋法，也不是直接要對香港
法院的判決作出評價，而是香港社會內部從
解決香港問題出發考慮提請人大釋法。即使終
審法院希望人大來釋法，也是法院獨立自主的
行為，何來內地干預香港司法呢？」全國政協
委員、全國人大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今天
對大公報表示，香港律政司建議終審法院提請人大釋
法無礙香港司法獨立。

前段時間，香港律政司建議終審法院考慮就 「雙
非嬰兒居港權」和 「外傭居港權」提請全國人大常委
會釋法，引起釋法是否有干預香港司法獨立之嫌的討
論。饒戈平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說，香港是法治社會，
很尊重法院的判決，相信香港的法官對政府的建議會
有很好的判斷，從專業和職能的角度、從大的法治建
設環境來判斷是否接受政府的建議再次提請人大釋
法。

饒戈平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此前表示過態度，
認為1999年的釋法已經對移居香港的內地居民問題做
出了很明確的回答。他解釋，1999年人大釋法確認了
《基本法》生效前籌委會所做決議的法律意義，而當
時的決議已明確 「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不包括在
香港臨時居留者在港期間所生子女，以及輸入勞工、
家傭等在港工作並不視為「通常居住」，不享居港權。

饒戈平說，這對處理 「雙非案」、菲傭的問題，
應該是很好的回答了。

這是否意味即使終院提請釋法，人大也未必會
釋法？饒戈平對本報表示，現在是終院在自主判斷要
不要提請人大釋法，如果終院提出要求，人大會慎重
考慮要不要釋法，這是《基本法》158條所賦予他們
的權利。

建立政府內部防止利益衝突的機制
，除了要有官員的財產和利益申報與公
示制度，還要有限制政府人員索取及接
受利益的制度。

目前在全國範圍頒布實施的限制政
府人員接受利益的規定包括1988年的《
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國內公務
活動中不得贈送和接受禮品的規定》、
1993年的《關於嚴禁黨政機關及其工作
人員在公務活動中接受和贈送禮金、有
價證券的通知》，以及1995年《關於對
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國內交往中收
受禮品實行登記制度的規定》。

上述規定存在灰色地帶。前兩項規
定說明公職人員不得在執行公務的過程
中接受禮品，卻不限制他們在非執行公
務期間接受禮品。不少批評指出，每逢
節假日高價禮品就大行其道，與此不無
關係。第三項規定說明黨和國家機關工
作人員在國內交往中，不得收受可能影
響公正執行公務的禮品饋贈，但何謂 「
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並不清晰，實
際操作存在困難。

另外，三項規定針對實物禮品、禮
金和有價證券，但社會經濟活動日趨複
雜，利益、好處、優惠可以不同形式提
供，因此需要更全面限制公職人員接受
其他利益。至於違反上述規定，如要施
加刑法制裁，還需要滿足其他條件，例
如根據刑法第385條，必須證明收受財
物的政府人員有 「為他人謀取利益」，
或須證明他是 「在經濟往來中」收受回

扣、手續費，才能定罪。
我們建議內地適當參考香港的經驗，完善有關

政府人員接受利益的規定。具體而言，首先，應界
定 「利益」包括任何禮物、服務、優惠、折扣、好
處，無論有形無形，如旅遊、貸款和對債務的減免
等。

其次，應禁止政府工作人員（1）在公務活動中
；（2）以公職身份或在與其公職身份有關的情況下
；或（3）在本人或工作部門與利益提供者有公事往
來的情況下，為個人或家人索取或接受利益。如因
禮節關係而未能拒收的利益，必須登記上交，而登
記冊可公開讓公眾查閱。在上述三種情況以外，政
府工作人員可索取或接受利益，但價值超過一定數
額就應登記；如利益提供者是親友，則須登記的利
益價值可適當提高。

目前香港政府對官員索取或接受利益的限制和
上述類似，但有一個特點值得留意，就是若違反了
限制，即等同在未得行政長官同意下索取或接受利
益，無論動機目的為何，都是違反《防止賄賂條例
》的刑事罪行。我們認為，內地在制定類似的限制
官員索取或接受利益的規定後，應同時研究在刑法
中制定 「國家工作人員違反規定索取或接受利益」
的罪行。認定有關罪行，只需證明被告違反有關政
府人員接受利益的規定，不需證明被告有為他人謀
取利益的行為。

饒戈平：
釋法無妨港司法獨立

【本報記者陳錦輝北京五日電
】對於政府就限帶奶粉修例事，部
分在北京出席全國兩會的全國政協

委員表示，長期設限會影響香港自由
貿易的聲譽，政府需從源頭入手，協助供

應商加大供應。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漢清指
出，限帶奶粉的措施與《基本法》不符，認為
政府只以民粹去處理問題，修改法例後可能面
對法律挑戰。

胡漢清：影響自由貿易
全國政協主席團成員唐英年重申，希望港

府的措施只是短暫性質，他不想挑起兩地間的
矛盾，特別是國家要擴大人民消費時，港人應
歡迎內地人到港消費。

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漢清指出，《基本
法》指出，香港特區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有關
的限帶措施與《基本法》不符，更有學者已經
提出，政府修例是違反世貿的規例。胡漢清認

為，出現奶粉短缺的問題後，政府已推出措施
，包括設立查詢熱線，現時並非有真正的危機
，質疑政府只以民粹去處理問題。

他又指，政府若要修例，應把奶粉列入儲
備商品條例，規管進出口，但政府已表明未能
把奶粉列入儲備商品條例之內。胡漢清認為，
政府的措施會影響自由貿易的聲譽，修改進出
口條例後，未來亦可能面對法律上的挑戰。他
建議政府設一個兩地貿易區域，讓奶粉等商品
可在區內自由買賣。

鄭耀棠：實施後再檢討
全國政協委員林大輝認為，不反對政府把

立法限制奶粉出口作短期措施，但奶粉並非必
需品，長期設限制會影響自由市場。他指出，
政府應檢討是否供應出現問題，應從源頭入手
，協助奶粉供應商增加供應，擴大市場範圍。
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全國政協委員林健鋒表示
，特區政府要小心聆聽不同人士的意見，適當

調整政策，並以市民的福祉為前提。
全國人大代表劉健儀認為，特區政府沒有

理由推出限購奶粉措施，指當局實施措施後，
奶粉短缺問題得到解決，而限購奶粉會影響自
由經濟，她希望政府日後面對同類問題要三思
。對於有內地報章批評港府的有關政策，全國
人大代表鄭耀棠認為，奶粉荒的問題在社會上
引起很大回響，特別是北區居民的日常生活亦
受到困擾，措施有助解決問題，應在措施推行
一段時間後才考慮檢討。

此外，候任旅發局主席、全國政協委員林
建岳回應一簽多行有可能被叫停時表示，至今
仍未收到政府正式通知，因此暫時不能評論，
但認為旅遊業是四大支柱產業，關乎20多萬人
的生計，亦會影響零售和酒店業，不能貿然決
定，作出重大改變， 「不是一樣可按掣的事，
說今日得，明日消失或後日再恢復。」他贊成
就個人遊進行檢討，而政府正就個人遊作研究
報告。

渝港攜手實現互利雙贏

京港加強服務業合作

溫總報告贏掌聲

梁振英祖籍山東威海
，原來與孫政才是同鄉，
孫政才在與梁振英會面時

主動認老鄉，還詢問CY 「你會講威海話嗎？」
梁振英用普通話回答說： 「我會一點點，小時候
在家經常被父母罵，香港是廣東話環境，我們講
廣東話，他們聽得明白，他們講威海話，我也聽
得明白。」不過，孫政才就向旁邊的人說： 「他
這句話就有點威海味。」接CY就用威海話說
父母以前經常教訓他： 「山東人，不講山東話，
以後回家怎麼辦？」CY的這句威海話又帶些港
味，引來孫政才和其他在場的人士開懷大笑。

【本報記者石璐杉北京五日電】行政長官梁
振英來京列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式，
並於今日下午與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會面。郭金
龍表示，京港兩地經濟社會發展方面互補性很強
，北京重視與香港發展經貿關係，兩地在貿易、
服務、教育等方面可加強合作。梁振英則表示，
與其他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相比，香港比較有
競爭力，相信京港兩地在服務業可以有更大合

作。
郭金龍在會面時表示，北京和香港在經濟社

會發展方面互補性很強，有一個很好的合作基礎
，也有一個廣闊的發展前景。他指出，北京經濟
發展到了服務業為主體的階段，去年底服務業佔
超過76%。而去年中央定了每年在北京舉行國際
服務貿易交易會，香港亦有參加。郭金龍又說，
在北京投資最多的是港資企業，北京在香港也有
直接投資，也有一些優質企業在香港資本市場上
市運作。在國際貿易、服務業方面，京港兩地有
很好的互補性，前景非常光明。

梁振英指出，去年11月，在香港召開了第16
屆京港貿易經濟合作研討洽談會，取得了很好的
成果，而京港兩地在經濟、貿易以外，也有其他
領域可以合作。他說，北京以服務業為主，香港
經濟體則幾乎全部是服務業，香港90%以上的
GDP來自服務業，與其他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
體相比，香港比較有競爭力。而香港服務業主要
有四大支柱，包括：金融、物流、旅遊和工商專
業服務，相信京港兩地在這些方面可以有更大合
作空間。

孫政才考起CY威海話
花絮

▲行政長官梁振英（左）昨日與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會面，就雙方關注的問題交換意見

▲梁振英（左）與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會面

▲梁振英（左）與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會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