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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盡快落實政綱冀盡快落實政綱 造福香港造福香港

范太籲范太籲支持梁振英施政支持梁振英施政
在去年的行政長官選舉中，建制

派分為唐、梁兩個陣營，給人一種分
裂的感覺。被視為 「挺唐」 的全國人

大常委范徐麗泰說，不希望建制派成為
一言堂，而是包容地接納不同的意見，若
梁振英能造福香港市民，大家就應該支持
他，相信香港市民都期望他可盡快落實其
政綱。此外，范徐麗泰接受大公網專訪時
，深入談及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問題。

【本報記者馮慧婷北京六日電】

行政長官梁振英當選後曾表示，從今沒有梁營、唐營
，只有一個香港營，呼籲社會要團結。范徐麗泰說，整個
香港就是香港營，只要住在香港、生活在香港，就是這個
營裡面的一員，相信團結是力量，但團結的前提是包容。

不希望香港成為一言堂
不過，前一段時間，被認為是 「挺唐」的范徐麗泰不

時會就特區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評意見，甚至有人形容她為
「反對派」。范徐麗泰笑說， 「反對派都不要我」。她認

為，建制派從來都不是只有一種聲音，是有不同意見的，
上次選舉比較激烈，所以大家對建制派是否修補好關係特
別關注，但她不希望香港成為一言堂： 「如果心中無芥蒂
，相信所謂的分裂、各自有不同意見是不成問題的，但如
果心存芥蒂，對別人的批評就會比較敏感。」

事實上，范徐麗泰對特區政府推出的政策並非 「有彈
無讚」，范徐麗泰表示，對部分措施是認同的，如限帶奶
粉出境的措施，政府已運用其影響力，令批發商在賺取合
理利潤的同時，亦確保了本地供應，保障市民利益，相信
不少市民是支持的。至於是否需要將措施立法，范徐麗泰
說，相信稍後提交立法會時，議員會作出決定。

范徐麗泰又說，梁振英作為當權者，若他能造福香港
市民，大家就應該支持他，相信香港大多數市民的最基本
期望，就是梁振英可落實他的政綱： 「做香港的工作，不
應期望得到所有人的認同，盡自己的能力，以無私的態度
，為香港社會做事就可以了。」

被問及與行政長官梁振英的關係，范徐麗泰說， 「我
認識他，他認識我，唔稱得上朋友」。不過她解釋，自己
一向都很少與有權力的交朋友，可以避免被人認為是攀附
權貴。

公開場合發言屬個人意見
過去五年，作為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每次出席公

開活動，都會被傳媒追問時政熱點問題。范徐麗泰坦言，
明白新聞中往往要加個頭銜，故很難以個人身份在報道中
出現，不過會不時強調，自己以個人身份發表言論， 「人
大監察的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應由立法會監督」。

范徐麗泰說，很容易有個錯誤印象，認為她講的話與
中央相似，但其實她一直都是講自己的事： 「以前經常有
人說，人大政協要多關注國家發展以及香港與內地的關係
，為避免引起誤會就盡量少講香港內部的事，以免給人誤
解成 『中央的聲音』，但我作為香港市民，我應該可以講
，講得對或錯，都會自己承擔後果。」

「佔領中環」 對港不是好事
此外，對於有學者計劃組織 「佔領中環」行動逼政府

就普選展開諮詢，范徐麗泰認為，若明知是犯法的事，都
要以身試法，就是一種公民抗命，是否應該這樣做是個人
的決定。但她指出，中環是香港的經濟核心地，若真的令
經濟停頓，對香港整體未必是好事， 「是否為逼政府就普
選展開諮詢就付出這個代價？不單是參加的人要付出代價
，其他香港市民也要付出這個代價。」她表示，希望發起
者與特區政府都要考慮市民的福祉，避免香港經濟發展受
阻。

港人代倡設申報制防貪腐
【本報記者馮慧婷北京六日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今日舉行小組討
論會，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多名代表
關注國家大力推行反腐倡廉工作，並
取得一定成效，希望有關工作可持續
嚴格落實，亦有代表關注國家整體經
濟發展以及工業升級轉型問題。

反腐倡廉取得成效
曾任廉政專員的羅范椒芬認為，

國家大力反腐倡廉值得支持，建議要
認真落實多年來中央發出的行政指令
，加強法律的約束力，同時也要強化
人大的監督職能。羅范椒芬又建議，

加大力度懲處貪污瀆職的行為，並強
化資料公開的透明度，讓一切政策都
在陽光下推行。

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在會上並無
發言，但他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
從報告中看到中央對防腐倡廉的決心
，是抱 「不成功、不罷休」的態度
，相信香港多年的反腐經驗和完善的
廉政制度，可為國家提供借鑒經驗。
他又認為，第一步是要建立申報制度
，加強公眾監督。

除反腐倡廉問題外，亦有代表特
別提到釣魚島問題。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劉佩瓊表示，作為一個四十三年前

就在美國參加保釣運動的 「老保釣」
來說，對國家加強國防、堅持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及領土完整的政策完全
支持。

在經濟發展方面，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田北辰指出，國家近年經濟高速
發展，來年經濟增長目標定在7.5%，
但他擔心部分企業盲目追求增長，而
忽視了生產品質，希望有關部委未來
可關注這個問題。

此外，代表團今日下午繼續舉行
小組討論，財政部常務副部長王軍等
出席了會議，聽取代表就政府工作報
告提出建議。

解兩地矛盾需磨合
【本報記者苗魯勇北京六日電】港區人大

常委、立法會前主席范徐麗泰今日接受記者採
訪時說，香港與內地在歷史上有過分割，文化
上也有差異，矛盾是自然會發生的事情，但不
要將其擴大，而解決矛盾需要兩地同胞不斷磨
合，不理性、情緒化之舉無濟於事。

針對香港日前出台的奶粉限購令，范徐麗
泰表示，她會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建議，促
請中央政府解決內地奶製品的安全問題，她認
為香港奶粉供應緊張情況，水貨客阻路等令人
不快的問題，也可以慢慢得以解決。

「奶粉的事情，我自己覺得應該可以解決
的，應該不需要一路限制下去。」但同時，范
徐麗泰也勸告並呼籲帶貨的人士、水客， 「不
管是香港人還是內地人，都是一樣，請你們尊
重人家用通道以及在車廂裡保持一定程度清潔
的要求，請你們尊重人家的權利，不要只是為
了自己就忘記了要考慮人家的需求。」

有評論稱奶粉問題反映出內地與香港在爭
搶資源的一種深層次矛盾，范徐麗泰認為確實
有一些香港居民做了不應該做的事，比如有示
威人士高舉 「中國人滾回中國」標語，這實屬
不理性之舉。 「香港也是中國的地方，那滾到
哪裡去呢？所以這些是不理性、情緒化的。」

「可是內地的朋友看到這些標語，心裡面
是很不高興的，覺得我們當你是兄弟，你怎麼
當我是外人？」范徐麗泰表示，內地居民的心
理反應也是可以理解的。

范徐麗泰希望香港情緒化的朋友盡量保持

客觀、冷靜、理性，不必要去刺激內地同胞。
她表示，內地同胞對香港是有感情的， 「那天
我看電視，有個小朋友在電視上做訪問，問他
如果有機會出去，你要到哪裡去？小孩子說要
到香港去。這個太好了。」

不理性只是少數人
同時，范徐麗泰強調，這些不理性的香港

同胞只是極少數，人數不會多過幾百，香港絕
大多數的人都是愛國愛港的。如果有人組織向
水貨客示威，是因為這些水貨客造成港人的不
便，無論這些水貨客是香港人還是內地人，都
會遇到同樣的示威， 「因為他們太不顧全其他
人的權利」。

范徐麗泰認為，由於香港與內地在歷史上
有一段分割的時期，文化上也有差異，所以矛
盾是自然會發生的事情，不要將其特別地擴大
，特別地提升到一個很高層次。 「我們需要做
的事情就是要不斷地解釋，我希望香港人對外
來的朋友多一點包容和感情，也希望到香港的
內地朋友，雖然是來消費，可是不要用財大氣
粗的態度對港人，我相信在內地，你財大氣粗
的態度，對一些工作人員心裡面也是不開
心的。」

「如何解決兩地矛盾？」 「多理解對方的
立場，然後回頭看，你就可以了解多一點，」
范徐麗泰認為，情緒化的行為和言語無濟於事
，問題的解決必須是雙方包容、理性、交流。
「這個是一個不斷磨合的過程。」范徐麗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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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和政協會議正在北京舉行
，每年這個時候，不僅對中國內地
同胞至關緊要，對香港人也是很切
身的。香港社會近期發生的好幾宗
新聞，與內地同胞有關，兩地同胞
往來日趨緊密，不僅僅是交流，已
經是關乎民生的多種深層次接觸，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關
注北京人大和政協兩會會議，也是
港人的大事，不可輕言一句： 「唔
關我事」。

筆者覺得，每年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肩負重任，今
年的重任更是不輕。每年他們很樂
意向中央反映，為港人爭取利益，
人民幣離岸服務、自由行、CEPA
等等，今年爭取利益之餘，更應該
關注兩地同胞接觸時所遇到的深層
次問題，譬如關注水貨，譬如限制
奶粉出口，譬如辦好國民教育，譬
如壓抑牛肉漲價，譬如監管旅遊業
，譬如外圍經濟對香港造成的通脹
深遠影響之類，都應該加大力度向
中央反映。

聽到香港這邊有人說：年年如
是，已經反映了啦！也聽到內地那
邊有人回應：內地開放的力度已經
不 少 啦 ， 一 天 比 一 天 對 外 更 開
放啦！

聽到這兩方面的這些點滴聲音
，便覺得有問題，如果兩邊都已經
做了事，並已經做了很多，便更反
映出兩方面的溝通仍然遠遠未夠。
世事日趨複雜多變，民生大事並不
單一，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
協委員人數多，證明中央很想多聽
香港同胞的意見。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在反映意見時，
不應一面倒只為港人爭取什麼什麼

，而應該把問題說得更具體，更要把解決問題的
方法向有關方面建議，兩地同胞在接觸時所遇到
的問題，有些發展至不愉快，都應該拿出來講。
台灣是怎樣解決的？其他地區是怎樣解決的？英
國美國歐洲各國是怎樣解決的？香港人接觸外面
世界比內地同胞早，對外面世界了解更多，很應
該把情況鋪陳出來，希望共同找到對兩地同胞都
合適的解決方法，對日後兩地更深入的交往都有
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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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面孔新感受

自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後，香港代表團每
日都有舉行小組討論會，討論政府工作報告，亦就各項社
會熱點表達意見。 「新丁」王庭聰就積極準備了多份發言
稿，涉及國防、食品安全等不同議題，他表示，相信只要
提出的建議合情合理，中央都會相當重視、深入研究。

增國防預算合理
2013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報告中提出，中央財政國

防預算支出比去年增長了10.7%。王庭聰今日在小組討論
會上發言表示，中國軍費的增長是恢復性增長，不僅合理
、透明，更是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需要。

王庭聰指出，目前國際安全形勢嚴峻，中國在東海、
南海海洋權益受到侵犯，去年以來，就南海問題和釣魚島
問題，日本、菲律賓和越南等國家更是罔顧我國政府的再
三交涉和警告，多次侵犯我國領土，面對種種不容樂觀的
國防環境，希望國家能擁有更強而有力的國防力量。

對此，王庭聰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在實際需要的情況
下，適時加大國防建設經費投入，為我國國防力量的成長
提供足夠的資源和物質基礎；二是充分利用科技興國的國
策，努力提升國防現代化，發展新一代高科技國防力量和
研發隊伍，為國防建設的長遠發展提供足夠科技發展土壤
和工業體系支持；三是在全國範圍內，加強國防普及訓練
和教育，提升國民國防意識和危機意識，讓國民和世界明
白，中華民族熱愛和平，同時也有能力戰勝破壞和平和損
害我們利益的任何敵人。

【本報記者馮慧婷北京六日電】

關注國防建設
王庭聰3建議

第十二屆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今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小組討論，由於這是新一屆
港區代表首次在香港廳舉行
會議，不少新丁都對廳內的
布置十分感興趣。為滿足代
表的好奇心，團長譚惠珠就
特意在會議結束後，安排見
證香港廳設立的資深代表王
敏剛，向代表介紹香港廳的
歷史。

據王敏剛介紹，香港廳
的格式為 「一廳兩房」，平
時代表開會的會議廳，有圓
明園的柱子作為裝飾，以提
醒代表不要忘記歷史，大廳
正中是一塊紫荊花地毯，而
背景則是一幅繡有香港夜景
的刺繡。不說不知道，原來
會議廳的下面還有一個宴會
廳，國家領導人很多時候都
在這裡宴請賓客，不過平時
就很少向代表開放。不少新
丁代表都說這次參觀大開眼
界。

【本報北京六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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