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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純鄭家純撐特首須愛國愛港撐特首須愛國愛港
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接受訪問時表示，梁振英上場時

間尚短，加上外界有人先入為主，以及立法會內一些議員阻
撓，令他沒有辦法大展拳腳，社會需要給他更多時間工作。
他認為，立法會議員應為民做事而非阻撓施政，又指下屆行
政長官選舉的標準，必須為中央接受的愛國愛港人士，否則
難以得到中央支持，對香港沒有好處。

【本報記者陳錦輝北京七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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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林卸任 委員不捨
今天中午，即將卸任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主任

的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先生，與香港和統會中的政協
委員聚會，暢談兩岸關係發展的大好形勢。席間，
大家對陳會長的卸任均感依依不捨。

的確，陳會長在對台工作崗位上做了近20年，
先後擔任國務院台辦副主任、主任和海協會會長，
又擔任了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一屆的主任，見證了
兩岸關係從對抗到和諧、從敵對到和平發展的整個
進程。近年來，陳會長穿梭兩岸之間，打破隔膜，
協調溝通，多次的 「陳江會」等重要會談所達成的
共識，都為兩岸關係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可以說，兩岸關係能有今天的良好局面，陳會長是
居功甚偉。

陳會長還指出，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在接待來訪
的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特別強調了繼續推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兩岸和平統一，是新一屆中
共中央領導集體的責任。陳會長認為，這句話飽含
深意，顯示出新的中央領導將一如既往，在促進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同時，將會採取更多積極的做法
，朝兩岸和平統一的最終目標邁出一大步。

至於接任的原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楊崇匯先生，
是我認識多年的老朋友。他曾經在四川工作，擔任
過四川省委副書記。後來，楊先生上京擔任全國政
協專職的副秘書長，也分管有關工作，很熟悉港澳
台乃至海外的情況。 【北京七日電】

香港近年在人民幣業務發展迅速
，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金額激增。最
近，人民銀行公布的《前海跨境人民
幣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容許在前海
註冊成立並在當地實際經營或投資的
企業，可從香港的銀行借入人民幣資
金，貸款年期及利率可由雙方自行決
定。現時首批跨境人民幣貸款項目已
經落實。這可說是中國邁向利率自由
化的第一步，也是中國資本帳戶開放
、人民幣走向全面國際化的一個重要
里程碑。

在此形勢下，離岸人民幣業務將
變得多元化，既有利香港進一步鞏固
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及資產管理中心
的地位，亦可為內地金融改革，包括
股匯改革及開放資本市場，作出重要
的準備。就此，我們期望內地進一步
加快有序開放資本項目，對香港與內
地之間的人民幣資金跨境雙向流動作
出更多的放寬和便利，從而增加人民
幣境外流通及加大離岸市場的發展力
度。未來內地與香港應該抓緊機會，
全方位穩步推進兩地的金融合作。

民建聯建議在前海推進雙向的跨
境人民幣貸款，具體做法是為香港企
業推出 「先行先試」政策，吸引香港
公司赴前海進駐，容許這些企業向香

港銀行借入人民幣外。另外，吸引港資銀行在前
海地區設立分支機構，並容許它們發放境外項目
人民幣貸款，從而進一步推進雙向跨境人民幣貸
款的發展。長遠目標是先以前海為試點，並逐步
擴大適用範圍至其他地區，容許內地與香港銀行
之間進行人民幣同業拆借，及容許內地企業向香
港銀行借入的人民幣在內地與香港循環和使用，
鞏固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地位。

此外，民建聯認為，兩地未來的金融合作，
應積極透過兩地的交易所加以推進。因此，我們
建議，透過上海及深圳交易所與香港交易所組成
的合營公司，加快發展跨境金融產品，並逐步推
進與實現滬、深、港三地／兩地金融產品跨境發
行和相互掛牌。同時，推進內地交易所與香港交
易所就發展人民幣計價的商品及利率期貨產品進
行合作。

截至去年年底，人民幣點心債市場的累計已
發行總額接近三千億元人民幣。我們建議兩地繼
續發展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的市場。民建聯認為
，特區政府應積極研究發行以人民幣為面值的政
府債券及通脹掛債券，並尋求中央的支持，讓
特區政府把發行有關債券集資所得的人民幣資金
，可作多元化投資，例如有足夠的額度和渠道回
流至內地資本市場，從而建立更具規模的離岸人
民幣循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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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上任8個多月後，先後推出多項重大的民生
和經濟措施，但同時亦遭受外界不斷的攻擊和批評。身
兼全國政協委員的新世界集團主席鄭家純於北京出席全
國兩會時接受訪問，他指出，外界先入為主，梁振英未
上任便被人 「柴台」，而且上任時間仍短，現時被評價
為表現不佳並不公平，外界應給予他時間大展身手。他
直言，看得出梁振英有心為社會做事，但外間給他很多
掣肘， 「不是他本身沒有能力，而是局限於環境之內，
也沒辦法大展拳腳。」

一上台即推良策惠民
鄭家純點出梁振英兩項施政良策，包括長者生活津

貼，但被立法會百般阻撓，最後拖了一段時間才能通過
，費時失事；另一項則是向各區區議會提供一億作重點
項目，可把資源直接改善社區，讓廣大基層受惠。他直
言，立法會各派黨代表不同派系的利益，應多做為民的
事，任何事都阻撓對香港沒有好處，議會一定有不同意
見，因此需要投票方式來解決，而非以規則上的漏洞來
「拉布」。

對於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呂新華早前指出，香港普
選的行政長官需要愛國愛港，鄭家純解釋，反對黨派亦
說自己是愛國愛港，但《基本法》中列明，行政長官必
須由中央任命， 「如果選出來的特首，中央認為不是愛
國愛港，那中央會不會批准？」至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
官的選舉機制，鄭家純指出，一些民主國家及地區都有
自己的選舉機制，最重要未來的機制可確保選出的行政
長官是愛國愛港，並且獲中央接受。

斥癱瘓中環 犧牲港利益
反對派現時正醞釀一個 「佔領中環」的方案，想逼

使中央和特區政府制訂一個他們自己的政改方案，否則
便會癱瘓中環金融區。鄭家純直斥，這並非愛國愛港的
行為，亦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是用香
港的利益做籌碼，逼使中央就範。」他強調，香港需以
《基本法》辦事，若選出中央不信任的人任行政長官，
他在推行政策時便不會有中央的支持，對香港亦沒有好
處。

至於外界盛傳政府推出買家印花稅等穩定樓市措施
後，引起地產商的不滿，鄭家純表示，沒有聽過有地產
商不滿梁振英，又指各地產商有自己的立場，但他個人
不會因為政府出招而對抗政府。

【本報記者陳錦輝北京七日電】政府近月連
番出招遏抑樓市，新世界集團主席鄭家純認為，
樓價已脫離大眾可接受水平，政府出招是無可厚
非，但長遠解決方法是增加土地供應，而他亦考
慮向政府捐出新界農地。他並建議政府動用部分
財政儲備，並設下一個五年的扶貧計劃，試驗不
同的扶貧方案。

擬捐新界農地助上樓
對於未來樓市走向，鄭家純表示，樓市受到

供求、外在環境和政府措施影響，因此難以預
測，但他相信政府的方針是維持樓市平穩，而非
大上大落。至於政府早前再推出兩辣招抑樓市，
他認為政府出招是無可厚非，因為樓價已經脫離
市民負擔能力，政府有責任冷卻樓市，但相信有
關措施屬短期作用，長遠解決方案應增加土地供
應，多建公屋解決問題。

恒基地產主席李兆基早前表示，可向政府捐

出新界農地，以免補地價方式興建面積約300平
方呎單位，助年輕人上樓。鄭家純表示，會響應
李兆基的建議，其集團正探討有否合適的農地可
捐予政府，最重要是以不牟利為原則。他補充，
現時未有明確選址，因此不能確定可建成的單位
數量。

除了上車困難外，貧富差距亦是香港社會面
臨的另一大問題。本身是扶貧委員會成員的鄭家
純表示，扶貧工作一定要有足夠的資源，而財政
預算案中提出向關愛基金注資150億元是杯水車
薪，只能幫助基層，但不能徹底解決問題。

鄭家純認為，政府的財政儲備在過去10多年
不斷累積，因此他建議動用部分的儲備，並訂下
一個五年的扶貧計劃，試驗不同方案的扶貧成效
。他不認為有關的做法是民粹，相信計劃有助社
會財富較平均分配，助基層改善生活，同時不會
影響政府經常性收入。鄭家純說，已於委員會內
提出意見，而政府亦表示會作出研究。

新面孔新感受

倡訂五年扶貧計劃

【本報記者石璐杉北京七日電】在京出席兩會的
全國人大代表、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今日表示，限帶
兩罐奶粉出境的措施嚴厲，他希望只是臨時性，政府
應等供應恢復正常時，作檢討。如果 「一簽多行」做
得好，是一個商機。他又指出，《基本法》23條立法
是本港憲制上的責任，不能逃避。

對於是否應該調整 「一簽多行」政策阻截水貨客
，李少光表示，香港在2003年沙士之後成為一座死城
，放寬 「自由行」，遊客人數急速上升，也提供了數
以十萬計的職位。他認為，如果 「一簽多行」做得好

，是一個商機。李少光說，幾十年來，香港一直是開
放、自由的城市，奶粉問題是供求問題，內地市民對
內地的商品沒有信心，香港有品牌，有法例保障， 「
如果奶粉充足，香港成為一個奶粉集散地，何樂而不
為？」李少光指出，限買兩罐奶粉出境是一個很嚴厲
的措施，香港是一個自由港，歡迎全世界的旅客來港
，非必要時不應採取非常措施。李少光希望限購奶粉
只是臨時措施，在供應穩定、確保港人可以買到奶粉
時，政府就應該檢討相關措施。有的人利用 「一簽多
行」走水貨，就應該針對水貨客採取措施，不能將責

任全部推給 「一簽多行」。
談及《基本法》23條立法時，李少光指出，他做

了九年保安局局長，很多必須立的法例都已立法，在
離任時他也曾說過，未完成23條立法，是他任內的遺
憾。李少光強調，23條立法，是香港人和香港政府憲
制上的責任，不可逃避，他認為保護國家安全，在全
球都是天經地義的事，但23條是否有迫切立法需要，
以及立法的優先次序，應留給特區政府決定。

被問到雙非問題是否應尋求人大釋法，李少光指
，雙非問題已困擾本港10年，如要徹底解決，應該由
法律方面入手，未必一定要釋法。而對於全國政協新
聞發言人呂新華指，希望2017年普選的行政長官要愛
國愛港，李少光指，這是中央一貫立場，他希望各黨
派就選特首門檻的討論，放下歧見，達成共識。

李少光冀限帶奶粉屬臨時

【本報訊】全國政協委員陳經緯就
創建廣東 「潮汕新區」或將汕頭特區擴
大到潮州、揭陽為 「潮汕特區」，提出
提案。他說改革開放以來，潮汕地區總
體發展較慢，現行的行政區劃設置阻礙
了潮汕地區生產力的發展和潮籍人士凝
聚力的形成。他建議借鑒天津濱海新區
由三個廳級行政區劃合為一的模式，創
建一個包含汕頭、潮州、揭陽三個廳級
市組成的 「潮汕新區」，或是將汕頭特
區的範圍擴大至潮州、揭陽三市，擴大
為新的 「潮汕特區」。

陳經緯表示，在最早設立的四個經
濟特區，深圳、廈門、珠海、汕頭中，
汕頭特區遠遠落後。而潮汕是個美麗富饒的地方，地
理位置優越，毗鄰港澳、面向台灣，海洋和陸地資源
豐富，歷史文化悠久，是南海之明珠。但潮汕地區的
現行行政區劃設置如不改變，難以形成香港和海外華
僑以及在全國各地投資的潮商回鄉發展的凝聚力，潮
汕地區經濟發展滯後的局面就難以得到根本改觀，也
會拖慢整個廣東省經濟社會發展的步伐，同時也有悖
於經濟特區優先發展的應有之義。

各自為政不利發展
近年來，廣東省委、省政府和潮汕三市已意識到

發展中遇到的問題，提出了潮汕三市同城化發展理念
，但光有理念還不夠，必須採取有力的舉措推動落實
。為此，他建議借鑒天津濱海新區由三個廳級行政區
劃合為一的模式創建一個包含汕頭、潮州、揭陽三個
廳級市組成的 「潮汕新區」，新的行政區劃級別定為

副省級。
具體理由有三：第一，有利於潮

汕地區形成合力。目前潮汕三市各自
為政，制約了潮汕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成立 「潮汕新區」或 「潮汕特區」
有利於廣東省對潮汕地區未來的發展
定位、產業布局、體制創新等作出統
籌考慮和長遠規劃，形成規模經濟，
重塑經濟特區的發展新優勢，帶動粵
東地區的整體發展，構建廣東經濟發
展新增長極乃至國家東南沿海地區經
濟發展的新高地。

第二，有利於增強香港和海外華
僑以及在全國各地發展的潮籍人士的

凝聚力。建立新行政區劃後，海內外廣大潮商在潮汕
地區不再受被拆成小地域的限制，而是恢復了共同的
家鄉，可以以此為契機對潮籍鄉親力量進行一次大的
整合，突破被拆散的各自小圈子，把潮籍人士、潮籍
社團都團結到支持 「潮汕新區」或 「潮汕特區」發展
這個共同的目標上來，齊心協力為家鄉的發展作出貢
獻。

第三，有利於潮港兩地互利共贏。新的行政區劃
在地域面積和經濟總量上都具有一定規模，這為加強
潮汕地區與香港的合作提供了廣闊空間和良好前景。

他相信，設立潮汕新區的綜合條件遠勝於全國各
地近期籌建的新區，如果發展得好完全可以與浦東新
區、濱海新區和其他經濟特區相媲美，成為國家改革
開放的新亮點和廣東經濟新增長極。如果建議得到中
央政府採納，將會震撼海內外，體現中共十八大提出
的國家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

陳經緯倡設潮汕新區吸資

▲李少光（中）與鄧竟成（左）及湯顯明一起會
見傳媒 本報記者石璐杉攝

▶鄭家純表示，梁
振英上場時間尚短
，又遭到立法會反
對派阻撓，令他未
能大展拳腳
本報記者陳錦輝攝

新一屆港區人代政協中，有不少退休的政府高
官，包括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前 「一哥」鄧竟成
，以及前廉政專員湯顯明，三人均來自紀律嚴明的
部門，昨與傳媒茶敘，暢談首次參與兩會的感受。

李少光說，人大代表對他來說是新的嘗試，做
了30多年公務員，到北京出席兩會後，才發現了解
中國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做了全國人大代表之後
，知道人民賦予我們的權力要發聲。」在昨日的人
大內部討論中，談到了內地的貪腐問題，他謙虛地
說，若傳媒有什麼好的意見，希望可以告訴他。

而 「一哥」鄧竟成說，政協是新嘗試，在香港
時對兩會有一定的了解，但真的 「跳落泳池游水」
同隔岸觀火是完全不同，必須要帶齊裝備，希望有
機會可實地考察，對一些事情有更多了解。他又說
，與很多政協委員在香港就已經認識，但以另一個
角色交流，在來北京出席兩會之後，大家交往的形
式很不同： 「佢哋個個都係我師兄。一個咁大的國
家，人口咁多，必然陸續有新問題出現，會思考如
何將以往在公務員體系30多年的經驗貢獻出來。」

湯顯明則表示，之前習慣了不熟悉的話題不發
表意見，但參加了全國政協四次小組會，聽了60多
個委員發言後，發現大家的發言很多元化，從不同
角度，反映了大部分人都關心的問題。

【本報記者石璐杉、馮慧婷北京七日電】

首次參加兩會感受多

▲陳經緯倡擴大「潮山特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