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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選愛國愛港特首利發展揀選愛國愛港特首利發展

范太范太籲達普選共識向前走籲達普選共識向前走
早前有報道引述 「接近中央的權威人士」 稱，

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可以 「預選」 形式 「篩走」 反對
派，而在報道刊登前一日剛好與傳媒有聚會的范徐麗泰，

被視為是消息來源。范徐麗泰澄清， 「預選」 、 「篩走」 等
非出自她的話，她提倡的是 「初選」 ，絕無 「篩走」 部分人的
目的。她又說， 「初選」 並非唯一的方法，但希望各界可逐步
討論達成共識，讓政制發展向前邁步。

【本報記者馮慧婷北京十三日電】

有關報道刊登的前一日，正在北京出席兩會的范徐麗泰邀請傳媒午餐聚
會。范徐麗泰表示，聚會翌日，她應傳媒的提問，回答有關 「預選」的問題
，但後來就被認為是消息來源，但當日聚會已講明當中的內容不用來做新聞
，報道當中如 「預選」、 「篩走」等用字亦非出自她的意思，自己更不可能
是這方面的權威人士或接近中央消息的人士，所以不會對消息來源對號入
座。

范徐麗泰強調，自己提倡的是 「初選」，早於2004年參加立法會選舉時
，已提出功能界別的選舉可由提名委員會選出幾個候選人，再由符合資格的

功能界別選舉投票，而現時 「初選」的講法亦與當時想法類似，不是 「篩選」
，不會針對任何人，不過有部分人先入為主，認為制度的目的就是要 「篩走」

部分人。
至於有意見認為，有 「預選」或 「初選」的選舉不能被視為普選。范徐麗泰指出

，普選就是所有有投票權的人都可以投票，不認為有 「初選」就不是真正的普選， 「
初選」亦並非唯一的方法： 「大家可以多聽其他人的意見，不要只堅持自己的方法，
否則很難達成共識，希望社會可以有共識，讓政制發展行前一步。」但她不評論特區
政府應何時啟動政改諮詢及 「五部曲」。

難與中央合作非香港之福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早前會見港澳委員時提及，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港澳長期

執政，有意見認為，言下之意就是 「愛國愛港」是下一屆行政長官的條件之一。范徐
麗泰認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在香港的中國人都是中國人，行政長官作為香港最
高權力、最大責任的負責人，若不愛國、不愛港，亦難以履行職責： 「若選出一個立
場與中央無辦法合作的人，並非香港之福」。

對於有反對派人士認為，愛國愛港這一條件，就是要 「篩走」反對派。范徐麗泰
說，在前立法會議員司徒華病逝後，她曾接受訪問時就認為，司徒華是愛國愛港的人
，並無任何人講過反對派非愛國愛港。

范徐麗泰又說，希望社會明白，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過去60多年來為中國帶
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國家、人民都有很大貢獻，雖仍有一些地方需要改善，但現時
並無任何一個政黨可以取代這個地位： 「對國家好，人民生活亦得到改善，各方面都
有成效，看不到為什麼需要改變」。

至於反對派揚言要發起 「佔領中環」行動來迫令政府接受他們的政改方案，范徐
麗泰表示，理解反對派多年來對爭取雙普選的重視，香港人擁有自由的權利，但當自
己的自由會影響他人的自由時，就要想清楚，自己的行動會否令到香港市民付出代價
，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或經濟情況。她希望，反對派既能為自己的理想，又能顧及香
港的整體利益。

提名方式細節待討論

宋立功稱預選並非不可行
【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近日香港社會對於

2017行政長官的普選機制有所爭議，城市大學專業
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認為，現時建制派與反對

派正 「隔空」發表個人意見，意在試探主流民意，
並根據社會各界的回應，不斷調整各自的方向，因
此或需數月，待兩方或政府提出具體方案後，再由
政府主導，向社會各界展開初步諮詢。他又認為根
據《基本法》，選出的行政長官須對中央人民政府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即須得到中央與本港主流
民意的支持。

宋立功認為，討論普選機制的時機尚未成熟，
因為政府、建制派、反對派皆未能就普選提出具體
方案。他認為，政協常委陳永棋早前提出的預選機
制未必不可行，但關於提名方式等具體細節，尚無
定論，有待討論研究。

他又指遭反對派騎劫的 「佔領中環」行動，可
視為反對派對主流民意的試探，他說，反對派對 「
佔領中環」的嚴重後果心知肚明，因此近期不斷調
整有關言論，並表明不到最後一刻，不會真正付諸
於行動。他認為，現階段建制派與反對派的政治領
袖正 「隔空」發表個人意願，有些言論甚至帶有情

緒化，尚未展開理性的討論。
宋立功又指出，行政長官梁振英近日與反對派

議員見面，並無詳細回應反對派就普選提出的問題
，僅表示歡迎各方提出建議，顯示政府現時亦未能
提供有具體的普選方案，他認為鑑於現狀，或需等
到今年第四季度，待社會各界的意見逐漸浮出水面
，再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或由民間提出具體方案，
在政府的主導下，展開初步的諮詢。

反對派應考慮中央意見
對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

聲近期表示，應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長期執政
，宋立功認為，普選行政長官須遵循兩個基本原則
，並引《基本法》指出，行政長官須對中央人民政
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因此須同時得到中央政
府與本港主流民意的支持，滿足兩方的期待，他強
調，相信反對派中的理性聲音都會考慮中央的意
見。

香港去年實施禁拖法例，受影響漁船約
1130艘，當中包括約300艘近岸拖網漁船以及
約800艘較大型拖網漁船。這些漁船提供的漁
獲佔全港80%，它們必須轉移到南中國海開展
捕撈作業，才能實現轉型發展。

然而，目前內地漁業部門以 「雙控指標
」對港澳流動漁民的漁船數目和功率實行總
量控制，港澳流動漁船總數不得超越3200艘
，總功率不得超越120萬千瓦。雖然現在只有
不足2600艘港澳流動捕撈漁船，共計約94萬
千瓦的漁船功率，低於內地政府控制的指標
，但根據現行實施 「雙控指標」的具體做法
，沒有 「漁業捕撈許可證」的漁船將難以申
請 「漁業捕撈許可證」，部分已有 「漁業捕
撈許可證」的漁船，也因為許可證所限，無
法更換船隻，以其殘舊的木質船身及低功率
，根本難以到南中國海進行捕撈作業。

這種情況限制了受禁拖影響的香港漁業
轉型發展。我們建議在不超逾港澳流動漁船
「雙控指標」的原則下，容許受禁拖影響、

沒有流動漁民戶籍的香港漁民加入流動漁民
戶籍，並發放 「漁業捕撈許可證」；容許已
持有 「漁業捕撈許可證」的港澳流動漁民將
其漁船改成較大功率和鋼質的漁船，讓他們
可以到內地水域，如南沙、西沙群島一帶進
行捕撈作業。

另外，近年內地供港豬、牛肉價格不斷
上升，令香港市民生活百上加斤。李克強副
總理在2011年8月訪港時，提出36項支持香港
的措施，其中包括積極調動各方力量，採取
措施繼續保持優質農副產品對香港市場的穩
定供應。我們認為有關措施應該有效落實，
故建議研究制定內地活豬、活牛每年供港的
保證數量，並在必要時通過行政手段確保供
應量達標，以維持價格穩定。

另外，針對現時活豬供應不足、供應商
只得三家、活牛供港更是一家壟斷的情況，
我們認為值得研究開放內地活豬、活牛供港

的市場，引入更多供應商，通過競爭以平抑價格。為降
低供港成本，也應適當減免供港活豬、活牛的檢驗檢疫
費用。在政策上，應支持更多鄰近香港省市的供應商將
活豬、活牛供應到香港，因為運輸成本的下降有助平抑
供港活豬、活牛的價格。

近年粵港在食品安全及生產方面的合作不斷推進，
現時已有一批本港農戶於內地設立 「香港農業專區」，
生產高質素的肉類供港。可是，由於 「香港農業專區」
仍於發展初期，生產規模及產量均有限，未能滿足本港
的需求。我們建議提供支援政策，協助更多香港禽畜從
業者到內地發展，成為內地供港活豬、活牛的供應商，
讓香港的農業可以持續發展，並穩定香港農產品市場的
供應與價格。 民建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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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面孔新感受
民建聯
兩會提案系列之 15【本報記者黃仰鵬北京十三日

電】近年來隨兩地通關日漸便利
化，澳門青少年北上內地吸毒問題
有增加趨勢。對此，澳門全國人大
代表梁玉華在北京表示，內地與澳
門有關部門應加強跨省和跨境毒品
情報收集和交流工作，並在完善現
有合作機制上採取聯合掃毒行動，
更好地防範青少年跨境涉毒犯罪。

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澳門
代表團日前對媒體開放，主要針對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
工作報告進行審議。會上，多位代
表就內地司法體制改革以及當前內
地與港澳台的司法合作等提出多項
建議。

談及內地與港澳台司法合作，
全國人大代表、澳門地區中國和平
統一促進會會長劉藝良表示，近年
來隨兩岸四地人員往來更加頻密
，內地涉港澳台案件亦呈現上升趨
勢，他希望未來兩岸四地的司法合

作能有更大的提升。根據最高人民
法院報告披露，五年以來，共審結
涉港澳台案件6.5萬件，同比上升了
46.4%。

劉藝良同時指出，當前大陸與
台灣地區司法合作已取得一定進展
，但仍存在一些障礙，希望港澳能
發揮平台作用，如把有關司法合作
的論壇放在澳門舉辦。

全國人大代表、澳門工會聯合
總會副會長梁玉華會上指出，近年
來青少年涉毒犯罪有上升趨勢，越
來越多澳門青少年到珠海購買、吸
食毒品，甚至有人從內地購買毒品
帶回澳門出售，嚴重威脅青少年健
康。

她建議，澳門與內地有關部門
要關注青少年涉毒犯罪問題，制定
聯合掃毒行動，加強跨省、跨境毒
品情報的收集與交流，完善現有的
合作機制，加強打擊，以防止問題
惡化。

【本報記者馮慧婷北京十三日電
】曾以一曲《我的中國心》唱紅大江
南北的張明敏，首次以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的身份參加兩會，他說，懷謙
恭的心情來學習，感受到國家對香港

的關心和照顧，作為一名普通市民，
可以參與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工作，
是莫大的鼓勵和榮譽，近年見到祖國
高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亦
感到十分驕傲。

兩會期間，張明敏提交兩個建議
，一是關於國民教育，一是關於香港
企業在內地發展。張明敏說，希望以
後不單是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可
以參政議政，而是有更多人才可以從
不同的途徑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

對於社會近期關注的奶粉供應、
水貨客等問題，張明敏認為，水貨客
由來已久，問題不在於限制，而在於
特區政府如何管理。他認為，可在確
保本地有充足供應的情況下，轉危機
為商機，絕不能自我封閉，否則會影
響香港作為自由港的稱號。

關心記者工作唔話得
【本報北京十三日電】今次兩會吸引逾百港澳記者前來採訪，除關

注國家大事外，不少記者每日都在酒店大堂守候，就香港的熱點話題追
問港澳代表、委員。范徐麗泰昨日與記者做完訪問後，就特別語重心長
地向記者說，希望大家除報道香港的新聞外，亦多關注國家的發展，國
家近年取得的成就、成績，都很值得推廣，希望可讓更多香港人了解祖
國現時的情況。

在北京期間，范徐麗泰每次面對傳媒追問，都會盡量耐心回答。她
笑說，自己新年時幫記者許願，就是希望記者不要 「甩料」（漏了新聞
），所以都會盡量配合大家的採訪工作。

范太料連任人大常委
【本報記者馮慧婷北京十三日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13日早上舉行小組會議，醞釀國家主席、副主席、軍委主
席、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秘書長及常委的名單。據了
解，主席團成員之一的范徐麗泰亦在全國人大常委建議名
單內，預料很大機會連任常委。

據了解，名單中共有174人，差額選舉比例為8%，即
代表需要從中剔走最少13人，選票才算有效，最高票的
161人將出任常委。

范徐麗泰在2008年以2896票當選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
委。她13日與傳媒聚會時表示，對選舉處之泰然，以平常
心對待，若出現得票低、反對票高情況，則值得反省。

花絮

張明敏冀更多人參政議政
澳促加強四地司法合作

致力法治建設
回顧幾年來的兩會，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

「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受人關注。有不少香港商
界和民眾反映，在內地經商、旅遊和生活，往往害怕與
公安、檢察和法院接觸，一來是怕惹官非，這一點放諸
四海皆準，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也一樣；二是對國家的法
治建設抱有疑慮。

五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超過五萬件，上升
174%；地方各級法院受理案件逾五千萬件；這都是驚人
的案量，也反映出隨國家的發展，公民素質的提升，
大家逐漸了解及願意依靠法律、透過法院解決糾紛，這
也是文明社會漸趨成熟的體現。

報告中也認識到：大力加強司法公信建設，切實做
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但司法體制還不夠
健全；司法公開公正方面與民眾的要求還有差距；訴訟
難、執行難還有待解決；部分法官能力水平還有待提升
；人才流失、法官斷層問題嚴重。

也就是說，在有法可依方面，近十幾年人大的立法
已漸趨完善，但在有法必依和執法必嚴方面，還有待改
善。在這方面，香港更經歷過五六十年代的司法混亂、
貪腐橫行，幾經艱苦，方得今天的司法公信、廉潔奉公
。香港的教訓、經驗以及發展過程，確實可供內地參考
，而香港和內地司法界的交流，更是空前頻密，如內地
法院向律政司取經，如內地法官到香港城市大學進修培
訓等。中國民眾歷來有盼包公、盼青天的傳統，但今天
應該靠制度的建立，法治是現代文明國家的標誌，也是
炎黃子孫致力實現的中國夢。 【北京十三日電】

▼▼范徐麗泰表示范徐麗泰表示，，若若
選出一選出一位位與中央無辦與中央無辦
法合作的特首法合作的特首，，並非並非
香港之福香港之福

本報記者馮慧婷攝本報記者馮慧婷攝

▲宋立功認為，政協常委陳永棋提出的特首預選
機制未必不可行

▲張明敏稱參與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的工作，感到莫大鼓勵和榮譽

本報記者馮慧婷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