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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雙非」孕婦湧港產子，根源是公民黨

在2001年策動「莊豐源案」，導致「雙非」孕婦在

港產子擁有居港權。這顆定時炸彈逾10年後終於

爆炸，不僅對本港醫療體系、社會福利和人口政

策帶來沉重壓力，而且引發了香港人與內地人的

矛盾，造成分化香港人與內地人的惡果。明明是

公民黨種的禍，該黨卻賊喊捉賊，企圖坐收漁人

之利，煽動兩地同胞互相仇恨，並將責任歸咎於

政府堵截不力和2003年實施的「個人遊」政策之

上，這完全是插贓嫁禍的伎倆，市民眼睛雪亮，

自看得清楚。追根究源，本港孕婦和團體及市民

大眾，應到作為肇禍「元兇」公民黨的總部示威

譴責，公民黨也須向港人作出交代。

回歸以來，公民黨屢次在居港權問題上發難。

1999年的吳嘉玲案是回歸後第一個居港權案，代

表吳嘉玲一方的是公民黨核心成員張健利，吳嘉

玲案引發了可能釀成160多萬內地移民湧港的嚴重

危機。1999年6月26日人大釋法，化解了危機。為

挑戰全國人大憲制地位，2001年公民黨處心積慮

地策動了「莊豐源案」，代表莊豐源的大律師是公

民黨核心成員李志喜。1999年的「劉港榕案」，代

表劉港榕的大律師是李志喜及吳靄儀，該案所誘

發的惡果，是煽動和欺騙大批內地人士逾期居

港，頻頻發起示威遊行，甚至釀成火燒入境大樓

的慘劇。去年策動外傭爭居港權案的也是李志

喜，該案再為香港製造一場人口危機，對本港勞

工、綜援、福利、醫療、房屋等造成重大衝擊。

公民黨屢次在居港權問題上禍港殃民和製造兩

地矛盾，其先淡化影響後推卸責任的手法一脈相

承。去年公民黨為平息「外傭居權案」引發的全

城公憤，聲稱外傭擁有居權案對香港影響不大，

只有極少數外傭符合有關條件，而當局可透過行

政措施「嚴格審批」。對於「莊豐源案」，李志喜

在法庭陳辭時聲稱，即使持雙程證者旅港期間產

子，稚子也會隨父母返原居地生活，政府是杞人

憂天。2005年開始出現「雙非孕婦」來港產子

潮，公民黨依然聲稱有關問題對香港影響不大，

並可減輕香港人口老化云云。但到了「莊豐源案」

這顆定時炸彈爆炸時，公民黨又企圖砌詞甩身。

去年公民黨助外傭爭居港權，全城鬧爆公民

黨。公道自在人心，針對公民黨狙擊港珠澳大橋

令納稅人多付出65億，以及公民黨幕後操控外傭

居港權案，選民在區選中終讓公民黨「票債票

償」。

今年立法會選舉，公民黨也必定「票債票償」，

為其禍港殃民行徑付出代價。 (相關新聞刊A19版)

昨日上水彩園 一名懷疑有精神病的居民

利用菜刀狂斬保安員，保安員身中多刀，當

場死亡。去年葵涌葵盛東 精神病漢斬人造

成2死3傷的慘劇，已引起公眾對社區安全的

極度憂慮，昨日類似慘劇重演，更對當局推

行的精神病人融入社區政策敲響警鐘。當局

應檢討現行的精神病人管理政策，注意鼓勵

病人融入社區必須以保障市民人身安全為大

前提，對放回社區的精神病人，須加強治療

和監察，不能放任自流，在社區埋下「計時

炸彈」。對於無辜的受害人及其家庭，當局更

應承擔必要的照顧責任，給予適切的撫恤和

補償。

讓精神病康復者融入社區，是目前世界先

進國家地區廣泛採用的政策，其理念是鼓勵

精神病人與家人同住，參與社區活動，多與

社會接觸，加快病情康復。但這項政策背後

要靠強大的精神病醫護系統、社區支援配套

來支撐。現時全港約有15萬名精神病患者，

其中逾4萬重症病人居於社區，而醫管局只有

200多名精神科醫生及數十名應對精神病康復

者的「個案經理」，很明顯本港並無足夠人手

去處理精神病患者。同時，本港社區人口稠

密，在缺乏支援和照顧的情況下，貿然將數

以萬計的精神病人放回社區居住，發生駭人

聽聞的悲劇在所難免。

目前由於資源投放不足、權責不清，涉及

一些輕微精神病患的社區投訴，警方、社

署、房署往往以息事寧人態度處理，未能防

患於未然。照顧精神病不僅關乎病人的個人

問題，更對社會安全有重要影響。作為一個

負責任的政府，當然不可能把病人推回社區

就袖手旁觀，將危機潛藏在民間。經過多次

血的教訓，政府必須高度重視問題的嚴重

性，改善精神病患康復政策，認真考慮增撥

資源，培養精神科醫護人員，有足夠的專業

人員跟進病人的復康治療的進展，同時加強

辨識社區內的「隱蔽」精神病患者，協助他

們得到適當的治療和監察，降低其復發機

會，減少社會壓力。　

精神病患殺人防不勝防，又不需要承擔法

律責任，受害人難以討回公道，能夠索取賠

償的機會微乎其微。政府應該為在工作中受

精神病患襲擊的人士及其家庭提供援助，協

助這些家庭渡過難關。

(相關新聞刊A4版)

「雙非」緣何湧港 公民黨須向港人交代 精神病人融入社區須以安全為前提

溫總：增強人匯雙向浮動

《人民日報》昨日整版刊登國務院總
理溫家寶的署名文章，這篇名為

《總結經驗、明確方向、不斷開創金融工作
新局面》的文章就中國過去5年的金融工作
進行了總結，同時指出，今後一段時期中
國的金融改革發展任務十分繁重。政府要
加強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建設，推動金融
市場協調發展，促進股票期貨市場穩定健
康發展。
溫家寶指出，要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

制，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穩妥
有序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在規範
的基礎上，擴大人民幣在跨境貿易投資中
的使用，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逐步拓寬

資本流出渠道，放寬境內居民境外投資限
制。

實施穩健貨幣政策
在穩定匯率方面，他指出，要保持人民幣

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加強貨
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監管政策、產業政策的
協調配合，進一步增強宏觀調控的科學性、
前瞻性、有效性。今年要實施好穩健的貨幣
政策，進一步提高針對性、靈活性和前瞻
性，保持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溫家寶指出，民間借貸是正規金融的補

充，有一定的積極作用。要加強引導和教
育，發揮民間借貸的積極作用。同時，大

力整頓金融秩序，嚴厲打擊高利貸活動和
非法集資、地下錢莊、非法證券等非法金
融活動。
他提醒，要加強對擔保公司、典當行等

機構和銀行表外業務的全面監測和有效監
管，妥善處理企業資金鏈斷裂事件，防止
風險擴散蔓延。

地方債不搞「一刀切」
對於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問題，溫家寶表

示，對存量債務要區別不同情況進行妥善處
理，既要積極穩妥化解財政金融風險，又要
保證國家批准的重點在建項目資金需求，不
能搞簡單的「急剎車」、「一刀切」，避免局

部風險引發全局性、系統性風險。
溫家寶稱，中國國政府債務總體安全、

可控。他指出，中央將穩步推進地方人民
政府按核定規模發債試點，構建地方政府
債務規模控制和風險預警機制。同時，與
債務相對應，也形成了大量資產，其中許
多是優質資產，有穩定的現金流或預期收
益。
他提醒，地方各級政府要落實償債責

任，防止逃廢債務，堅決查處違法違規行
為並嚴格追究責任。繼續抓緊規範地方政
府融資平台公司，加強監管約束和風險防
範。切實規範借貸各方行為，堅決禁止各
種形式的違規擔保。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續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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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0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房廈 北

京報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

示，將會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

動彈性，重申保持匯率在合理均

衡水平上基本穩定，並且會加快

培育市場基準利率體系，穩步推

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同時，溫家

寶總理指出，民間借貸是正規金

融的補充，對市場發展有一定的

積極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茅建興、潘恆

及中通社報道）浙江省昨日在杭州召開全
省民營經濟萬人大會，浙江正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介入到並服務於民營經濟的發展
中。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指出，鼓勵和引
導民間資本進入能源等領域。據悉，此次
民營經濟大會是浙江時隔8年再次召開的第
二屆民營經濟大會。

融資難成焦點
去年，浙江民營經濟、中小企業屢屢與

「資金鏈危機」、「破產走佬」等詞語聯繫
在一起。新的一年，對於許多民營企業家
來說，日子並沒有變得更好過，融資難、
投資難、創新難、盈利難等「四難」問題
依然突出，轉型升級壓力重重。

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指出，要消除體制
性障礙，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法律法
規未明文禁止准入的行業和領域，如鐵
路、市政、金融、能源等。
浙江省省長夏寶龍也表示，對法律法規沒

有明確禁止的產業和領域，鼓勵和支持民間
投資的進入，對預期有收益或通過收費補償
獲取收入的基礎性公共項目要向民間資本全
面開放，對鼓勵和允許外資進入的領域，要
優先向民間投資開放，對國有企業的重組改
制，要創造條件，鼓勵民間投資積極的參
與，政府投資盡可能退出民間投資願意進入
的可以採用市場化運作的項目。

推進金融改革
夏寶龍指出，要積極推進溫州金融綜合

改革試點，加快形成「中
小企業金融服務中心」及
「民間財富管理中心」，為
民營經濟提升提供金融服
務；同時爭取境內外金融
機構，來浙設立中小企業
金融服務專業機構。要從
制度上規範民間借貸，引
導社會資本回到實體經
濟。
據了解，本次民營經濟

大會簽約項目33個，其中佔投資比例前3位
的分別是產業升級類投資項目14個、佔比
42%，浙商回歸投資項目9個、佔比27%，
海洋類投資5個、佔比15%。
浙江省政府表示，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

期，將 力在結構優化和產業升級上下工
夫，推動民營經濟轉型發展。據悉，今年
浙江省還將陸續推出609個重大項目，其中
308個項目屬於產業升級類，佔比超過一
半。

浙撬動民間資本 能源率先突圍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報道，內地
不少投資股市、基金、理財產品的民眾，在
市場漲跌之中，財富卻被一大口咬掉。因
此，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市場秩序的建設，絕

對不能讓投資市場掠奪普通民眾的財富。
大多投資者在心理上可以接受自己能力

不濟、運氣不佳帶來的經濟損失，比如投
資黃金白銀市場虧損的客戶，大多是在反

思自己的投資策略。但另一方面，投資者
非常難以面對市場秩序混亂、監管漏洞、
法律缺位帶來的財富災難。因此，從管理
者的角度來看，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市場秩
序的建設。近幾個月，證監會監管風暴升
級，共打擊了幾十宗違法違規案件，讓不
少投資者拍手叫好。

因此，對內幕交易、利益輸送和市場操縱
等「從民眾口袋裡偷錢」的行為處以重罰，
對創業板套現熱和理財產品亂象給予合理的
制度規範，已是當務之急。絕對不能讓投資
市場成為獵殺普通民眾財富的叢林，只有給
予投資者一個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才能避
免財富兩極分化，才能讓經濟可持續發展。

官媒：不能讓投資市場掠奪民眾

對於溫家寶總理是

次撰文，明確指出未

來中國金融改革發展

方向，北京專家表

示，其中最為重要的

一項內容是推進利率

市場化。需要注意的

是，溫家寶總理明確

指出金融業應服務於實體經

濟，未來要牢牢把握發展實

體經濟這一基礎，防止「以

錢炒錢」的虛擬經濟過度自

我循環和膨脹。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

務副理事長鄭新立指出，未

來中國將就如下幾點重點推

進改革，即：放寬市場准

入，允許民間資金發起設立

各類股份制的小型金融機

構；與放寬金融准入相關，

要加強和改善監管；發展存

款保險，用市場機制化解金

融風險；推進利率市場化；

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其中最

重要的一項改革為，推進利

率市場化。

鄭新立稱，推進利率市場

化為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方

向，溫家寶總理文章已明確

提出該項改革將提上重要的

議事日程。當前，在浙江省

溫州一些地方，企業的資本

利潤率約為5%、6%，但當

地銀行貸款利率平均為

25%，企業還本付息負擔相當沉重。

唯有通過利率的市場化降低貸款利

率，才能減輕企業負擔。他指出，改

革原則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

性作用，通過銀行、金融機構將其配

置到最需要資金、效益最好、最有發

展前景的企業上來。

發展實體經濟 實現平穩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張平指出，溫家寶總理提出「牢牢把

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在

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上，決策層明確了金融服務實體、資

金投向實體的要求，並強調堅決抑制

社會資本脫實向虛、以錢炒錢，防止

虛擬經濟過度自我循環和膨脹。

張平提醒，當前中國的經濟再平衡

比以往更深刻，並將持續多年。未

來唯有堅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方

能在當前嚴峻複雜的國際國內經濟

形勢下，實現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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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營經濟大會簽約項目33個。 香港文匯報杭州傳真

■溫家寶總理就多方面的改革工作進

行部署，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項內容是

推進利率市場化。

重申保持匯率合理均衡 肯定民貸有積極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