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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特首愛國愛港才能履行職責認同特首愛國愛港才能履行職責

人代委員人代委員籲理性商討政改籲理性商討政改
最近社會上就本港的政改問題

發表意見，8日有多位港區人大代表
及政協委員開腔回應。各人雖對展
開諮詢時間有不同意見，但都認為
最重要是以和平理性方式商討，以
達致共識。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
愛詩表示，特首要愛國愛港的標準
，是能與中央政府合作。

【本報北京八日電】

梁愛詩表示，特首要愛國愛港的標準，是
鄧小平文選中的講法，不是新的事物。梁愛詩
亦指出，如果選出來的人不愛國、不愛港，就
不可能履行基本法的職責，特別是基本法講明
，行政長官要向中央政府負責，也要向特區負
責， 「如果那個人不能夠與中央政府合作，他
如何履行他的職責呢？」

對於是否需要一個制度確保2017年選出的
特首是愛國愛港人士，梁愛詩表示， 「我們當
然希望那些人才能夠符合愛國愛港的條件，然
後履行他們的職責，無論是特首，還是其他的
行政、立法機關，我們都希望有這樣的人才。
」對於2014年展開政改諮詢是否太遲，梁愛詩
表示，政府需要看全盤的情況，決定所處理的
問題的緩急先後次序。

以務實態度解決問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羅范椒芬早前表示，政

改方案諮詢可在2014年或以後才進行，她昨日
表示只是個人意見，行政會議並未討論，中
央亦沒有接觸過她。她認為在正式諮詢前，
不代表沒有協商工作，因為方案討論需時間
醞釀。

全國政協委員譚耀宗認為明年開始諮詢政
改沒有問題，因為根據過往經驗，頭一個月市
民意見會較多，之後收到的意見也相差無幾；
但如果大家堅持己見，即使諮詢期再長，都未
必能解決問題。他又認為， 「佔領中環」等行
動對諮詢工作開展不利，大家應用理性務實態
度才能解決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陳婉嫻表示，現在距離2017
還有數年，社會已就政改進行討論。至於門檻
問題，她說在上次行政長官選舉已有討論，最
重要是訂出一個大家都接受方案。另一全國政
協委員梁君彥說選舉前需要一年時間去立法，
因此2015年要開始立法工作。他認為，政府應
根據時間表按部就班，今年年尾或明年初開始
討論是適當時候。他說，現時對普選方案有南
轅北轍的意見，相信雙方可以縮窄分歧。

另一邊廂，全國政協委員田北俊則表示，
2014年才展開政改討論是太遲，因為政府要讓
市民及不同團體表達意見，一年時間太倉促。
所以他認為，現時就政改立即展開廣泛諮詢較
為適合，讓立法會有足夠時間討論。他亦擔心
，部分激進人士因無法表達非主流意見，採取
例如 「佔領中環」等行動。若諮詢越遲推出，
只會激發社會更多行動。

陳智思反對 「晒冷表態」
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成員范徐

麗泰，被問到反對派計劃發動 「佔領中環」爭
取普選時表示，任何人做任何事都要顧及香港
市民利益，以及考慮本港的國際形象，因為代
價是全港付出，不能只顧自己。另一位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陳智思說，明白香港人關注政改議
題，但認為仍有時間給予社會討論，他希望各
方平心靜氣討論，不要一開始就衝制度而來
，不用 「去到咁盡晒冷表態」。

而反對派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8日在
港接受電台訪問時聲言，政府若明年才展開政
改諮詢，已沒有太多談判空間，反對派會為 「
佔領中環」行動做準備，自己亦有可能辭去立
法會議員一職，發動補選。

許榮茂倡社區自我管理

中國的總理最辛苦

今天是三八節，女委員和女工作人員去用餐時
，都收到了貴賓樓送的鮮花，真是讓我們這些男性
「羨慕」。

在大會發言及小組討論之外，我和多位法律界
的代表和委員，由城市大學法學院院長王貴國委員
安排，去最高人民法院進行了一次交流，接待我們
的，除了有一位副院長之外，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
屬下的國家法官學院院長黃永維和該學院的黨委書
記高憬宏等人。

在交流之中，我很高興了解到最高人民法院非
常重視提高內地法官的素質，採取了很多措施，讓
法官們有機會到國外去學習，還保送一些外語能力
較強的年輕法官到國外的大學攻讀碩士、博士學位
。此外，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也和國家法官學院合
作，在香港舉辦內地法官的研修班，這幾年來，共

有三、四百位法官來港參與。
本人作為香港法律界人士，也有機會支持過這

些研修班，看到這些經過進修、學習，熟練掌握外
語並了解國際通行的法律體系的內地法官，我們也
深感欣慰。的確，現在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貿易
和生產大國並融入了世界經濟大潮之中，法官也需
要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對英美法系有更多的了解，
方能更好的處理跨境及跨國的法律問題，為國家經
濟及法制建設作出更大貢獻。

這兩天由於沒有強風，未能及時驅散籠罩在北
京上空的廢氣，令空氣質素較差的問題又浮現出來
，白天的天氣灰蒙蒙的，是典型的 「陰霾」景象。
晚上，強烈的路燈之下，也是像披上了面紗，朦朦
朧朧的。我在北京的車子，在外面只放了一晚，第
二天就鋪上了一層薄薄的泥塵。委員們對此都深有
同感，前天的大會，獲得掌聲最多的，就是有關如
何採取措施，應對灰霾污染、淨化祖國天空、維護
人民健康權益的發言。

【北京八日電】

聽完溫家寶總理的工作報告，心情久久不能平
靜。近日，我們港區人大代表團已進行小組會議，
熱烈地討論並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各位代表以其本
身的專業和豐富的香港和國際經驗，紛紛深入淺出
地建言獻策，提供不同的補充建議，包括經濟發展
、反腐倡廉、環境保護等等；連張德江副總理出席
港區人大團會議時都盛讚：早聽說香港人大代表議
政能力高。

溫家寶總理的工作報告，雖然只有二十七頁，
卻涵蓋了十三億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醫乃至所有
事宜。有學者講過，就算每人只派一元錢，乘以十
三億就是十三億元人民幣。

多年前，曾有外國牙刷製造商驚呼，十三億個

牙刷簡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牙刷市場，其中的生意和
利潤簡直令人瘋狂。但中國的總理，每天要面對和
處理的，同樣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問題市場。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國家的高速發展世人共
睹，連對國家最不友好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認，而這
兩屆的政府和總理，更是帶領國人渡過了一個又一
個的危機如世紀地震、沙士、國際金融危機，迎來
了一個又一個輝煌如載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衛
星導航系統、北京奧運，經濟持續騰飛。

由周恩來總理、朱鎔基總理到被譽為 「溫加飽
」的溫家寶總理，歷屆總理的憂國憂民、勤政為國
、鞠躬盡瘁，不單贏得市民大眾的敬仰，也得到世
界各國領袖、學者們的欽佩，無怪乎有專家評論，
如果中國的總理不是官方身份而是學者的話，肯
定已得到志在表彰對人類作出巨大貢獻的諾貝爾
獎了。

【北京八日電】

內地法官素質大為提升
民建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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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在陰霾籠罩下的華北、中原
和華東地區，部分城市出現空氣品質重度
污染和嚴重污染，包括PM2.5、PM10、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主要污染物徘徊在
較高的超標水平。事實上，近年不少地方
的陰霾天氣出現頻次越來越高，持續時間
越來越長，對當地居民生活和健康造成了
嚴重影響。

國家去年發布新修訂的《環境空氣品
質標準》，增加了細顆粒物PM2.5和臭氧
8小時濃度限值監測指標，另外，京津冀
、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以及直轄市
和省會城市也開始對細顆粒物與臭氧等空
氣污染物進行專案監測，可見在更新空氣
品質標準和加強監測方面，我們已經取得
了一定成果，現在更迫切的任務是根據《
節能減排 「十二五」規劃》所定目標，針
對空氣污染源頭加強治理工作。

根據國家環境統計年報，2010年全國
二氧化硫排放量2185.1萬噸，工業排放量
佔了1864.4萬噸；氮氧化物排放量1852.4
萬噸，工業排放量佔了1465.6萬噸。另外
，全國工業粉塵排放量達到448.7萬噸。
在工業各行業中，火電、鋼鐵、水泥、陶

瓷等行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工業粉塵的排放量均
居前列，這些行業是治理污染、升級技術的重點對象，
必須嚴格按照《節能減排 「十二五」規劃》進行改造，
盡快實現有關行業的減排目標。

我們特別建議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
域制定更具體的區域性減排目標，以及在這些區域內制
定不同工業行業的減排目標，並以此作為當地政府管理
績效的重點考核指標。另外，在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的工
作中，必須嚴格防止高污染企業在沒有解決排放問題的
情況下，從經濟發達地區向其他地區轉移，將污染問題
帶到內陸和經濟發展相對滯後的地區。

在城市空氣污染治理方面，我們建議大力推動集體
客運網絡建設，並在主要城市實施以鐵路為主、公交汽
車為輔的集體客運規劃。另外，應盡快頒布和實施第五
階段機動車排放的國家標準，以減少城市車輛排放的污
染。我國北方城市冬天取暖基本以燃煤為主，是入冬之
後陰霾天氣形成的一個原因，故應增加中央和地方財政
投入，盡快將燃煤供暖改造為燃氣供暖，或開發其他環
保能源進行供暖。

現時不少地方的農民在收割後，會以焚燒秸稈的方
法對農田進行處理。我們建議通過財政支援，協助農民
更多利用秸稈粉碎機處理秸稈，然後撒回農田。有關技
術可更有效改善土壤有機質含量，減少農民購買肥料的
支出，也減少焚燒秸稈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民建聯

【本報實習記者周琳北京八日電】全國政協十
二屆一次會議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
會議。香港政協委員、中國僑商聯合會會長許榮茂
在大會發言中建言，內地 「幸福社區」建設應參考
香港經驗，突出非政府組織的主體作用，建立社情

民意表達機制，推進社區民主自治。
許榮茂認為，內地社區管理的 「行政化」傾向

嚴重，社區組織偏離了自治功能。基層沒有相應
的人、財、物資源的調配權， 「費隨事轉」的原則
缺乏具體制度，無法真正落實，造成服務和管理缺

失。
然而，區別於內地的 「行政化」

，香港的社區管理高度突出非政府組
織的主體作用，政府轉變為政策制定
者和服務質量監測者。目前，香港已
有超過300個非政府服務機構，管轄
約3000多個服務單位，為市民提供了
超過90%的社區服務。

許榮茂認為，當前內地的社區建
設存在四個困境：自治能力不強、公
共投入不足、社會參與不夠，社區認
同感缺乏。

「香港在社區建設方面積累了豐
富經驗，希望對完善內地社區管理、
建設 『幸福社區』有所借鑒。」許榮
茂介紹，目前香港形成以民生為重點

、以服務為導向的社區服務體系。近年來，香港特
區政府逐年增加社區投入，通過多種方式豐富社區
服務內容，構建家庭及兒童服務、醫務及康復服務
等多個領域的服務體系。例如， 「香港新家園協會
」作為社會捐資投入的非牟利組織，積極深入社區
開展多項服務，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認可。

鼓勵社會資金進入
此外，香港專業化社工隊伍，自主服務理念也

深入人心。截至今年2月底，香港註冊的社工人數為
17531人，其中非政府人員佔54%，提供了60%以上
的社區服務，成為推動社區建設的重要力量。

許榮茂建議，內地 「幸福社區」建設可參考香
港經驗，努力形成社區居民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自我服務」的組織體系。探索市場化和社會化思
路，鼓勵社會資金進入社區，設立社區建設基金，
加快形成以政府投入為主、社會支持為輔的多元化
資金籌措模式。完善政府購買服務財政支持機制，
突出非政府組織在社區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引導和
鼓勵實力較強的民間組織向產業化、市場化方向發
展。

新面孔新感受

作為全世界最大的高爾夫球會場觀瀾湖的主席，朱
鼎健一直關注健康的生活方式。今年首次來北京出席兩
會，每日日程都十分緊湊，但朱鼎健仍堅持每日早上六
時三十分就到貴賓樓的健身中心做運動。他說，原來很
多政協前輩也跟他一樣，一早就到健身中心做器械運動
和游泳。

今年朱鼎健的政協提案，其中一份就與健康生活有
關。他建議設立《中國居民生活方式白皮書》，成為中
國居民生活方式的指導性文檔。朱鼎健指出，白皮書在
內容上要有鮮明的主張和倡議。主張 「從我做起」， 「
從點滴做起」，放棄種種鋪張浪費、不健康、不環保的
生活方式，也要對有違於可持續健康生活的現象提出預
警。例如，幫助和引導城市居民對日常生活垃圾自覺實
現分類處理；餐桌上的魚翅、野生動物應嚴令禁止；並
強制要求司機在等候時熄火。朱鼎健又指出，生活方式
無小事，建議從飲食、運動等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為切
入點，提出各種具體的主張和建議。例如應提倡分餐制
，減少多鹽多油的傳統烹飪方式。

朱鼎健還提出，要把宣導健康生活方式和建設社會
和諧之風聯繫起來。例如鼓勵人們多回家吃飯，以促進
社會的基本細胞每一個家庭更加和融穩定；從社會環境
的營造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構建健康生活方式，用
各種支持政策、措施、工具、產品和活動加以配合。此
外，中國城鄉差異較大，朱鼎健建議，應把改善農村居
民的生活條件、培養農村居民的健康生活方式納入社會
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範圍。

身為全國青聯常委的朱鼎健特別關注青少年的健康
問題，他強調，要特別提出青少年生活方式的培養。他
表示，我國現有4億青少年，保持營養均衡，大幅增加
戶外體育鍛煉時間，減少青少年在電腦前的時間，關係
到一代人的健康成長，應該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本報記者石璐杉北京八日電】

朱鼎健首重健康生活
▲朱鼎健一向關注健康的生活方式

▲許榮茂建議借鑒香港經驗推動內地 「幸福社區」 中新社

▲梁愛詩表示，如果選出來的特首不愛國、不愛港，就不可能履行基本法的職責 本報記者石璐杉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