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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創 「民主會風」 上，今年兩會帶了一個好頭，兩會上的親民氣氛比以往更多更濃，一種在公眾社會
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較為輕鬆與舒暢的氛圍正在悄然形成。人們欣喜地看到，當多年以來形成的權力層級制下
的刻板與緊張的話語模式一旦被打破，枯燥乾澀的政治生活也會變得如此生動，並且充滿了人情味！

兩地交流合作要登高望遠

反對派最近發動 「佔領中環」爭取 「真普
選」的運動，這是反對派針對2017年選舉行政
長官工程的一部分。他們已經宣布四部曲行動
計劃，包括舉行兩次 「公民投票」，圖以非法
手段進行篡改基本法，拋開法定的程序，另外
制定一種選舉模式和程序，強迫中央人民政府
接受，並且要發動暴力的 「佔領中環」行動，
癱瘓交通，癱瘓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運作，實
行玉石俱焚。

2017年的普選行政長官，本來就有憲制的
基礎，就是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會議的決定作為
法律基礎進行，這本來就是北京的承諾。鄧小
平在制訂基本法的時候，一開始作出聲明，以
愛國者為主體實行 「港人治港」。所以，政治
局常委俞正聲關於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執政的談
話，只不過是重申基本法的原則，中共中央對
香港的政策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今天，一直未
有改變。回歸以來，一直都是愛國愛港者擔任
行政長官，從來沒有改變過。

須確保愛國愛港者執政
基本法作出很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對港人負責
，中央人民政府委任行政長官。行政長官負責
執行基本法。中央人民政府對於基本法及其附
件的修訂，有主導權，人大會議的決議也是決
定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法律依據。反對派所說
的，中央政府不給予港人高度自治，要收回普
選的承諾，完全是假命題。它們所謂爭取 「真
普選」也是假命題。普選行政長官是真真正
正的，就是按照基本法所規定的由提名委員
會提名候選人，通過普選實現。這就是真正
的普選。

任何普選，選舉的方式和提名辦法都不一
樣，但有兩條原則都是一樣的。第一，行政長
官選舉的辦法必須符合憲制文件，民主必須建
立在合憲合法的基礎上。第二，任何行政長官
和主要官員必須受到對國家對憲法文件忠誠度
的考驗，從提名程序到選舉程序，再到任命，
都體現了考驗的各種因素。是否忠誠，不是某
些政治派別說了算，而是由憲法文件指定的機

構和程序說了算。
什麼人是愛國愛港的，非常清晰，要擁護國家的主權、捍

衛國家的安全、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以及國家的發展利益。什
麼人符合，鄧小平的講話已經講得清清楚楚。任何人，如果想
成為行政長官，又要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對抗中央人
民政府，要顛覆憲法所規定的社會主義政權，要把香港變成為
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要取得與基本法相違背的 「完全的自治
」。他怎麼可能通過基本法規定的提名、選舉、委任的程序？

反對派的 「佔領中環」爭取 「真普選」的運動，其實質就
是否定和取消按照法定的程序進行普選。第一，它們否定了香
港政制改變的五部曲，否定中央政府有主導制定普選方法的權
力。第二，他們製造假象，首先設定一個前提，就是中央政府
不會給香港人進行普選。第三，他們否定了所有的選舉方案都
必須經過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的支持，否定了選舉的方案要代
表大多數港人的意願，要均衡參與的原則。第四，他們不認同
「一國兩制」，不認同香港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必須要對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負責、對港人負責的基本法條文，他們根
本就不承認中央政府的建制地位，也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的合法地位。

離開法制軌道談何普選
所以，他們要效法北部非洲和中東的阿拉伯國家的茉莉花

革命，配合以美國為首的外國勢力，要改變香港的憲制，通過
街頭暴力行動制定新的憲制，只有通過 「佔領中環」 「癱瘓中
環」 「全民公投」 「全民抗命」 「火燒特區旗」等違反法律的
動亂，來爭取西方國家的關注，招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內部事
務。

他們已經制定了策略，以教協、 「學民思潮」為發動引擎
，組織學生參加，利用沒有政治經驗的年輕人為他們火中取栗
。如果成功了，公民黨和民主黨就站出來領功，搶奪行政長官
的位置；如果因為暴力行動癱瘓了香港的經濟，破壞了香港的
繁榮穩定，損害了大量就業人士的就業機會和上班自由，受到
香港大多數市民的唾棄，幕後的政黨搞手就金蟬脫殼，推卸責
任，逃之夭夭。

他們清楚知道，港人崇尚法治、重視經濟和民生，打破了
香港人的飯碗，實行玉石俱焚的政策，一定會成為過街老鼠，
在選舉中會失去大量選票，所以他們一早就決定不使用政黨的
名義，而推出了一個所謂 「學者」作為提倡議人，推出了一個
所謂 「普選平台」的組織，利用偏激的青年學生上街，製造香
江式的茉莉花革命。

歷史和現實早已說明，使用暴力所取得的所謂民主，是完
全沒有法制基礎的，最後會對廣大人民的利益和社會的進步造
成巨大損害。離開了法制的民主，就是假民主，脫離法制軌道
而擬定的所謂選舉辦法和公民投票，根本就是的假普選。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兩會展現輕鬆舒暢會風
□秦曉鷹

工作報告數據會說話 □陳 群

3月4日，習近平參加全國政
協科技界委員的聯組討論時，有
委員隨口念出一首仿 「沁園春.
雪」的打油詩， 「北京風光，千
里霧霾，萬里塵飄……空氣如此
糟糕，引無數美女戴口罩」。此
人背詩的效果是 「現場發出一片
笑聲」。習近平也說起當年在北
京上學時風沙飛揚的情形， 「那
時恐怕不是PM2.5，而是250」

，一語雙關，又引來一片笑聲。

親民氣氛更濃厚
6日，習到遼寧團聽會，當聽到一位張姓委員

說他早在1974年就擔任了村裡的黨支部書記時，習
直呼 「老張」並叮問道： 「74年？」隨即說，我也
是74年擔任的村支書。全場頓時氣氛熱烈起來。

李克強到湖南團參會時，還特別告訴來自基層
的代表 「你我都是代表，不要緊張，說出你們的錦
囊妙計」。

王岐山在北京團聽會時乾脆來了一番 「自我調
侃」： 「人的毛病如果積累時間長了，改起來挺難
的。比如吧，我這人駝背，身邊人老是提醒我挺起
（腰）來，這樣對身體好。那天在主席台坐時我
也有意識地挺起來，可挺一會兒就堅持不住了。」
這讓人想起他在北京鬧 「非典」時，曾經像說家常

話似地叮囑那些社區裡的大爺大媽： 「這病一定能
控制住，千萬別害怕，別自己嚇唬自己喲。」
筆者寫下這些兩會的 「花絮」，無非要說明，兩會
上的親民氣氛比以往更多更濃，在開創 「民主會風
」上，今年兩會帶了一個好頭。一種在公眾的社會
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較為輕鬆與舒暢的氛圍正在悄然
形成。多年來，中國國家領導人就一直在追求這樣
一種政治生活氛圍，借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要既
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舒暢心情
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
，以往這種局面並沒有形成，至少是沒有完全形成
。有時即便是剛剛浮現，也會被強力喝退，戛然而
止，以致人們對這種 「局面」的希望幾乎成了一種
奢望，成了隔空喊話。號稱搞 「大民主」的 「文革
」十年就是最明顯的例證。

執政黨轉變作風
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今年兩會的會風能

夠向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務實的方向轉變
呢？筆者以為首先是由於自中共 「十八大」之後，
執政黨中央一再強調要切實轉變工作作風、轉變文
風和會風，並且率先垂範深入基層，鼓勵公眾講真
話說實話幹實事有關。其次也與代表委員們越來越
意識到自己肩負的民主議政參政的責任有關。當然
，中國現任高層領導人的舒朗的胸襟、親民的情懷
和難得的幽默風趣以及中外媒體對個人魅力的及時
報道，也對這種上上下下的良性互動，起到了催化
作用。人們欣喜地看到，當多年以來形成的權力層
級制下的刻板與緊張的話語模式一旦被打破，枯燥
乾澀的政治生活也會變得如此生動，並且充滿了人

情味！
不過，筆者在對這種暖融融樂陶陶的氣氛加以

讚許的同時，也要說一句不太合時宜的話，那就是
「親民氣氛」與 「會風轉變」還不能說明中國公眾

的民主意識有了實質性增強，也不表示中國民主法
治建設有了實質性的推進。換句話說， 「親民氣氛
」與 「會風轉變」都還只是推進民主建設的一種背
襯。我們只有把對這種可喜現象的認識，上升到一
種理性的分析高度，才可能使這種良好的會議風氣
得以保持，並逐步擴散開去，並最終成為一種良好
的社會氛圍。

監督是智慧來源
那麼，這種理性的分析和認知又是什麼呢？說

來十分簡單，但對中國人特別是對各級領導機關和
領導幹部來說，又是非常新鮮與新穎的一句話，那
就是：要真正把民主視為一種健康正常的社會生態
。只有把民主視為一種不可缺少的社會生態和中國
公眾的正當的生活狀態，如同不可或缺的糧食、空
氣和水一樣，我們才不會把公眾的民主訴求、民主
言行視為異己的力量，才會把不同的甚至是帶刺的
意見、批評、指責、諮詢、監督視為惕勵的鞭策、
進步的推力和智慧的來源。

檢驗社會民主實現程度的真正標準不是決策與
民意的同步相向，而是當二者不同步甚至出現逆向
時能否加以包容與寬容。民主，是一片廣闊的天地
。在這片天地上會有風和日麗，也必然會有風雨雷
電，但當你把這一切視為正常的社會生態時，這片
大地才會生機勃勃，春意盎然。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合作正在向縱深發展，碰到
的新問題亦逐漸顯現，如何化解矛盾、順應兩地共
同發展的大趨勢，成為重要課題，正在北京參加兩
會的港區代表委員也為此熱議。

昨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參加人大香港代
表團討論時，作了題為《順應共同發展大勢，推
進兩地交流合作》的發言。他指出，香港與內地
交流合作是必然選擇和現實需要，並提出四點建
議，強調香港正面對新的形勢，需要更宏大的戰
略眼光、更務實的態度、更善於創新的勇氣和更
寬廣的胸懷。

所提四點建議，源於對兩地交流合作大勢的深
刻思考，對國家發展強勁勢頭和香港社會存在的各
種問題的分析，亦吸納了香港社會一些有識之士的
見解，對加快和深化兩地交流合作發展有積極建設
性，可謂真知灼見。

香港社會正在探索 「穩中求變」發展路向，梁
振英政府年初公布了《穩中求變，務實為民》的施
政報告，焦點集中在經濟建設和解決民生問題上，

包括港人普遍關心的住房、土地供應和扶貧問題。
特區政府充分意識到，要解決民生問題，必須有持
續的經濟增長。故此，經濟政策是發展的關鍵。在
這方面，有兩大趨勢，一是全球重心東移，二是隨
國家 「十二五」規劃的實施，內地經濟會出現新
的發展大潮。正因為如此，增進香港和內地合作交
流，成為特區政府施政一項重要內容。

抓住機遇順勢而為
張曉明強調，香港回歸後，不再是 「借來的時

間、借來的地方」，在 「一國兩制」下港人當家作
主，為香港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在目前情
況下，香港要實現 「穩中求變」，就要自覺地把香
港的發展戰略與國家的總體發展戰略銜接，把香港
的發展前景與國家的發展需要結合好，從而確定
香港的產業發展戰略。這就是說，面對兩地經濟
融合的趨勢，香港要有清晰的路向，以此確定產
業發展的優先次序，在經濟轉型中調整自己的產
業政策。

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是一貫的全方位的。長
期以來，不僅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而且幾

乎每年都會推出一些新的惠港政策，這對香港經濟
和社會發展無疑具有重大推動作用。兩會期間，在
京列席全國人大會議的梁振英相信已經親身感受到
這一點。期間，他拜會一些省市和部委的負責人，
為香港的發展、為兩地合作交流的擴大，獲得了更
大的動力。

中央的支持政策，被港人親切地稱為 「送大禮
」，在這其中，尤以粵港合作各項協議和機制設立
、簽署CEPA及其九個附件、李克強副總理訪港時
公布的六方面三十九項政策措施最為引人矚目。然
而，如何落實這些項目和措施，使其利益最大化，
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動力，還需要香港政府和社會
各界的共同努力。要如何做到這一點，除了中央政
府和內地各有關部門的協調配合外，正如張曉明建
議的 「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在取態上可以更加積極
，放低身段，主動登門拜訪」。

為深化兩地交流，張曉明建議香港政府和社會
各界人士 「要有更善於創新的勇氣」，指出兩地交
流合作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創新的過
程。他還以前海的發展為例，加以詳細的闡述。國
家發展正處在 「十二五」階段， 「十二五」規劃首
次將港澳單獨成章，這對香港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

的條件。香港要保持現有優勢，要建成人民幣離岸
中心，所能依賴的最大市場就在內地。

中共十八大確定堅持改革開放路線，內地一方
面鼓勵 「走出去」，一方面亦加大 「請進來」力度
，繼續吸引外資，尤其是港資參與實現 「小康目標
」的建設。在香港的周邊地區，珠海的橫琴島、深
圳的前海、廣州的南沙，開發建設正如火如荼，
且各自都有不同特點的投資優惠措施。這些都是
港人家門口的發展機遇，如何抓住機遇，如何在
高速發展的局部區域獲得利益，就需要港人的智
慧和勇氣。

理性包容化解矛盾
隨兩地交流合作加快發展，也出現一些新問

題，出現一些新矛盾，這是在所難免的。最近在香
港社會引發不安的 「雙非」問題和 「奶粉荒」就是
實例。引發這些問題矛盾出現的原因是複雜的，但
只是主流趨勢中的小問題，不會對兩地交流合作造
成大影響。在北京出席兩會的港區代表委員，許多
人都有共同的感觸。對於這些問題不能無限 「放大
」，也不能 「視而不見」，最好的方式，還是通過
兩地合作方式加以解決，以控制或消除其負面影響
。在這些方面，中央政府相關部門和特區政府之間
已建立機制，相信可以有效運作。對此，張曉明充
滿信心，並希望香港民眾都能有理性包容和寬廣的
胸懷，面對這些問題並處理好這些問題。

兩地合作交流的大趨勢不容置疑，更難以阻擋
。特區政府要實現 「穩中求變」，就不能沒有深化
兩地合作交流的 「紅利」，而要達至這一目標，沒
有登高望遠是不行的。

今年兩會，無論政協、政
府工作報告還是各種記者會、
媒體報道，都特別注重 「用數
據說話」。最典型莫過於溫總
理政府工作報告，引用數據多
達121處。儘管國內外對中國發
展存在不同價評，但近五年來
，中國是在持續應對國際金融
危機嚴重衝擊中走過來的。從
兩會獲悉的大量數據證明，中

國總體成就有目共睹，綜合發展仍為世界翹楚。
概括經濟增長。CDP從26.6萬億元增加到51.9

萬億元，躍升世界第二位；財政收入從5.1萬億元
增加到11.7萬億元；糧食產量實現 「九連增」。

綜合發展全球首屈一指
用數據解惑4萬億投資爭議。完成水庫除險加

固1.8萬座，治理河流2.45萬公里，新增灌溉面積
770萬公頃；新增鐵路1.97萬公里（高鐵8951公里
）；新增公路60.9萬公里，高速公路總里程達9.56
萬公里；新建機場31個；新增萬噸級泊位602個；
製造業規模躍居全球首位，水電、風電裝機居世界
第一。

回答財政質疑。財政赤字佔GDP比重從2009
年的2.8%降到1.5%，保持在安全水平；資本充足率
從2007年8.4%提升到去年的13.3%，不良貸款率由
6.1%下降到0.95%，保持在較低水平。

印證民生發展。城鎮和農村人均純收入分別增
長8.8%、9.9%；新增就業1266萬人，價格漲幅回落
到2.6%；新建保障性住房1800多萬套，棚戶區改造
住房1200多萬套；城鎮和農村人均住房面積32.9平
方米、37.1平方米，分別比2007年增加2.8和5.5平

方米；城鎮居民每百戶擁有汽車21.5輛，比2007年
增加15.5輛。

說明環境問題。淘汰落後煉鐵產能1.17億噸、
煉鋼產能7800萬噸、水泥產能7.75億噸；新增城市
污水日處理能力4600萬噸；單位GDP能耗下降
17.2%，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總量分別下降
15.7%和17.5%；增加PM2.5等監測指標；造林2953
萬公頃，治理沙、石漠化土地1196萬公頃，治理水
土流失24.6萬平方公里。

筆者以為，數字代表事實，事實勝於雄辯。雖
然在諸多 「單項數據」上，如城市化率、科研投入
率等等，中國在許多方面仍落後於發達國家，但以
「綜合數據」衡量，中國發展態勢已處於世界翹楚

地位。

保障民生取得八項成就
五年來，中國注重民生發展，數據同樣喜人。
一是 「城鄉居民收入年增長連續5年超8%」。

公共財政收入從5.1萬億元增加到11.7萬億元；城鎮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分
別增長8.8%、9.9%。

二是 「保障重要商品供給」。把居民消費價格
漲幅控制在3.5%左右。

三是 「實現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全覆蓋」。各項
養老保險參保達到7.9億人。企業退休人員基本
養老金從2004年人均每月700元提高到現在的
1721元。

四是 「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五年轉移農村
人口8463萬人，城鎮化率由45.9%提高到52.6%。

五是 「優先發展教育事業」。國家財政性教育
經費支出五年累計7.79萬億元，年均增長21.58%，
2012年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達到4%。全面實現城
鄉九年免費義務教育，惠及1.6億學生。

六是 「全民基本醫保體系初步形成」。各項醫
療保險參保超過13億人。

七是 「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五年累計投入
就業專項資金1973億元，高校畢業生就業2800萬人

，城鎮就業困難人員就業830萬人。
八是 「建立健全城鎮保障性住房制度」。2012

年底覆蓋面已達到12.5%。

國人朝「中國夢」邁開大步
兩會報道中也用數據反思不足：如城鎮化率，

我國實際只有36%，而發達國家平均達到75%；如
研發經費，我國佔GDP的1.97%，而美國2.8%、日
本3.5%、德國2.7%。政府工作報告也清醒地坦承不
足：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依然突出；經
濟增長下行壓力和產能相對過剩矛盾加劇；產業結
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依然薄弱；社會矛盾明顯增多
，教育、就業、社保、醫療、住房、環境、食品藥
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問題不少；體制機
制障礙較多，政府職能不到位；一些領域腐敗現象
易發多發。

筆者以為，坦承不足是充滿信心的表現。今年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標也用數據說話：比如，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5%左右，居民消費價格漲幅
3.5%左右，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以上，城鎮登記
失業率低於4.6%，城鎮保障性住房基本建成470萬
套、新開工630萬套，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繼
續提高10%，新農合和城鎮醫保由每人每年240元
提高到280元，人均公共衛生服務經費由25元提高
到30元，全面開展兒童白血病等20種重大疾病保障
試點工作，等等。百姓要的不是空話，而是看得見
摸得的實惠。溫總理110多分鐘報告引用120多處
數據，聽似枯燥，卻內力湧動。正是這些響噹噹的
數字，印證了十年來中國的快速發展，增強人們
對未來發展目標的信心。

筆者以為，報告中最醒目的一句話是 「以更大
政治勇氣和智慧推進改革開放」，報告後議論最多
的一件事是 「溫總理向全體代表三鞠躬」。這不僅
象徵他告別十年總理生涯，也象徵本屆政府奮鬥十
載完滿謝幕。筆者相信，新政府定會繼往開來，以
更加出色的工作引領人民邁向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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