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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昨日

順利結束。今屆不少新人接棒，顯示港區人

大代表年輕化、專業化、多界別化的趨勢。

期望新當選的港區人大代表與時俱進發揮重

要和獨特的作用，包括利用香港的經驗和國

際視野，為國家的進一步改革開放建言獻

策，為促進香港與內地的合作發揮橋樑作

用，對兩地民眾頻繁交往中產生的摩擦多做

溝通和解釋工作，積極履行代表職責。

此次港區人大代表換屆，新人較以往多，

年紀較大的退下火線，讓有精力的年輕一代

接棒，呈現出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景象。同

時，今屆有23位現屆人大代表競逐連任，最

終全數成功連任，也足見現任港區人代過去4

年的工作得到社會各界認同，備受肯定。

當選新人主要來自政界和工商專業界別，

同時又涵蓋社會各界別階層。而港島、九

龍、新界的社團代表都順利當選，當選代表

的組織從地理上覆蓋了香港全境。港區人大

代表換屆新人輩出，有利為履職活動帶入新

活力與新思維。來港主持選舉工作的全國人

大副委員長兼秘書長李建國於選舉結束後的

講話中，指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富有開創性

而又務實的履職活動，已經成為「一國兩制」

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期望新任港區人大代

表與時俱進，善用香港人的國際視野向國家

建言。同時，香港回歸將踏進第16年，在兩

地議題以及民生社會問題上，港區人大代表

應扮演更重要角色，如實反映香港情況，為

促進兩地合作創造雙贏發揮橋樑作用。

港區人大代表作為愛國愛港陣營的中堅力

量之一，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以及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本港事務方

面，必須旗幟鮮明，該說的話要說，該做的

事要做。同時要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帶領香港各界人士集中精力發

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

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深化內地與香港

經貿關係，推進各領域交流合作，促進香港

同胞在愛國愛港旗幟下的大團結，為堅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香港更加美好的

明天，為祖國更加輝煌的未來作出更大的貢

獻。

(相關新聞刊A2、4、6版)

韓國總統大選昨日結束，被喻為保守派的執

政新國家黨候選人朴槿惠當選，成為韓國首位

女總統。韓國今次大選被喻為保守派和自由派

之爭，但朴槿惠和最大在野黨民主統合黨的自

由派候選人文在寅，在改善經濟和對朝政策均

主張溫和路線，朴槿惠涉險勝出，反映韓國人

民當下對改變韓國現狀的期望。朴槿惠精通漢

語，與中國淵源深厚，其對華採友好政策，對

推動中韓關係亦具正面意義。

今次韓國選舉充滿懸念，雙方得票差距非常

接近。原屬大熱的朴槿惠在選前優勢不斷收

窄，二人支持度相差不足數個百分點，選情異

常激烈，選民投票熱情，投票率高逾上屆總統

大選。事實上，兩名候選人被外界視為保守派

和自由派之爭，二人政策內容雖各有差異，但

在強化韓國經濟的傾向比較類近，同時都主張

以對話改善朝鮮關係，符合大多數韓國人民改

善當下現狀的期望，以致二人在選舉中勢均力

敵。

朴槿惠強調會成為只考慮國民的「民生總

統」，承諾推動「經濟民主化」，增加社會福

利，提出收窄貧富差距，謀求務實的民生政

策，她迎合了韓國人民謀求改變這些經濟現狀

的期望。韓國是亞洲第四大經濟體，同樣受全

球經濟不景影響，經濟和社會矛盾成為韓國人

優先考慮的關鍵課題，韓國選民關心如何扭轉

財閥過強、窒礙經濟的制度，更希望改善貧富

懸殊問題，平均分配財富。經濟增長放緩、貧

富懸殊加劇、青年就業問題、福利支出飆升

等，亟須新政府 手處理。

現任韓國總統李明博對朝鮮採取強硬對策，

朴槿惠在外交方面雖無可避免承襲新世界黨的

一貫立場，但她同時強調有必要改變過去對朝

方針，與朝鮮重啟對話之門。朴槿惠主張對朝

軟化，謀求積極建立韓朝基本信任，並主張向

朝提供人道救援，嘗試展開談判，有利於朝鮮

半島局勢穩定。

作為東北亞地緣政治中的關鍵角色之一，

韓國政局變動對整個地區局勢產生深刻影

響；中國是韓國最大貿易夥伴，全球經濟復

甦緩慢，維持中韓關係穩定更是關鍵課題，

未來中韓仍需積極推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

談判。

(相關新聞刊A10版)

人代新人輩出 履職與時俱進 朴槿惠險勝反映韓國選民期望

特首歡迎張曉明掌中聯辦
感謝彭清華所作貢獻 讚張熟港情況可推進兩地交流

各界讚作風務實能力強經驗豐

張曉明在任中聯辦主任前，本報曾
全文發表他解讀十八大報告的文章。
他在文中表示，十八大報告指明了進
一步做好港澳工作的方向，即嚴格依
照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
關的制度和機制、堅定支持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深化內

地與香港、澳門經貿關係，推進各領域交流
合作、促進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在愛國愛
港、愛國愛澳旗幟下的大團結、防範和遏制
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

確保港澳長期繁榮穩定
張曉明在文中指，「國家發展利益」，不

是指一般的、某個局部的經濟利益，而是關
係到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和重大利益。香
港、澳門回歸以來，中央政府制定的涉及港
澳的一系列政策，採取的涉及港澳的各項重
大舉措，無論是政治法律、經濟民生還是社
會生活方面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
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不能把「一國」與「兩制」割裂
張曉明又指，「一國兩制」是完整的概

念。「一國」是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
和派生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
內。全面、準確地理解和實施「一國兩制」
方針，要求既要堅持「一國」原則，又要尊
重「兩制」差異，而不能把「一國」與「兩
制」相互割裂甚至相互對立。堅持「一國」
原則，最根本的就是要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而不能做有損於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的事情。
他指，港澳回歸祖國以來，中央政府一直

強調不干預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實際執
行情況也是有目共睹的。但高度自治不是完
全自治，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也不是港澳固有
的，而是來源於中央的授權。依照基本法的
規定，中央的權力並不限於通常所強調的外
交權、防務權，還包括：任命行政長官和主
要官員；審查和發回特別行政區制定的法
律；決定部分全國性法律在特區實施；對特
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其修改的最
終決定權；決定特區進入緊急狀態；解釋基
本法；修改基本法等。

祖國是港澳繁榮穩定堅強後盾
張曉明說，港澳回歸以來，在經歷了亞洲

金融危機、非典疫情和國際金融危機等嚴重
衝擊後，港澳各界人士從親身體驗中進一步
認識到偉大的祖國是香港、澳門保持繁榮穩
定的堅強後盾。過去5年，中央又陸續出台

了一系列支持港澳、促進內地與港澳經濟共同發展的政
策措施，對港澳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擴展經濟發展空
間、增強抵禦外部經濟風險能力、提升居民信心等發揮
了重要作用。

促社會和諧穩定減少內耗
他在文中強調， 眼未來，中央政府堅定支持港澳經

濟繁榮發展的政策取向不會改變，但從港澳自身來說，
要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立於不敗之地，更重要
的是要在提升自身競爭力方面務實有為。要順應經濟全
球化發展趨勢和世界產業結構調整潮流， 力保持並提
升原有優勢，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用足、用好中央支
持港澳發展的各項政策措施，深化與內地的交流合作；
不斷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減少內耗，維護良好的營商環
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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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國務院日前宣布，任
命原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為中央人民政府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香港社會各界均
表示，張曉明熟悉香港事務，作風務實，有能力、
有經驗，是中聯辦主任的合適人選，並希望對方加
強中聯辦作為香港特區與中央及內地各省市的橋樑
角色。

陳永棋：熟港事務 對港有感情
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昨日表示，自己認識張曉明

已20多年，最初是在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工作時認識
對方。他讚揚張曉明平易近人，為人謙虛，說話爽
朗，擁有高學歷，且回歸前已關注香港事務，對香
港事務非常熟悉，也有深厚感情，並形容對方「可
能是港澳辦內最熟悉香港情況的人」。
就張曉明早前撰文時提到香港特區應在適當時候

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陳永棋相信，張曉
明會為香港落實「一國兩制」做應該做的事，又認
為外界應以張曉明能否根據基本法辦事，再去評價
他的工作。

范太：平易近人樂意聆聽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稱讚張曉明平易近人，是

個樂意聆聽意見且熟悉香港事務的人，並坦言中聯
辦主任一職不易做，自己對張曉明寄予厚望。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也讚揚張曉明對香港非

常熟悉，相信他可以很快展開工作。
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表示，張曉明認識香港且

熟悉基本法，跟進香港事務多年，也熟悉香港各

界，相信對方可更好及更快開展工作。
中聯辦社會工作部部長張鐵夫表示，張曉明曾在

港澳辦工作多年，故非常熟悉香港事務，是適合人
選。

葉國謙：冷靜低調做實事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昨日表示，他印

象中的張曉明很冷靜、作風低調，是一個做實事、
願意聽取別人意見的人，而對方由《基本法》起草
階段已經接觸香港事務，對香港事務及實際情況十
分了解，故是次任命是一件好事，又笑言張曉明年
紀輕輕就當上中聯辦主任是很罕見的，反映對方是
政壇的「明日之星」。
他又認為，在香港回歸之初，中央政府在處理落

實「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等方面都十分小心，
相信隨 對香港的了解增加，及與社會各界人士廣
泛及長期的接觸，張曉明會做好有關工作。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已認識張曉明10多年，而對

方早前撰寫的文章內的一些觀點，過去很多中央官
員都提過，「只是提醒大家，香港可以享有高度自
治，但非完全自治，尤其香港社會早前出現所謂
『城邦論』，中央對事態的發展十分關心，張曉明才
會有感而發，提一提，希望大家重返正軌」。

吳亮星：是位學者 不說多餘話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吳亮星表示，他印象中的張曉

明是一位學者，不會說多餘話，也甚少談自己的私
事，而由於其的法律背景，在討論問題時均會以法
律眼光來判斷。

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表示，他認識張曉明多年，
對方性格隨和，熟悉香港事務，是中聯辦主任的適
合人選。

黃玉山：合適人選 馬豪輝：年輕果斷
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黃玉山表示，自己與張曉明

在基本法委員會上認識，並形容對方是個「有能
力、有經驗」的人，而且熟悉香港事務，為人亦踏
實、平易近人，是一個合適人選。
胡關李羅律師行高級合夥人馬豪輝律師讚揚張曉

明年輕，做事果斷，認為對方勝任中聯辦主任一
職，並可加強發揮中聯辦的職能。

吳康民相信會帶來新思維
原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認為，張曉明接任中聯辦

主任是一件好事，因為他比較年輕，又熟悉香港事
務，在港澳辦工作20多年，相信他會帶來新的思
維，但認為，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並非
取決於張曉明的主觀意志，而是要視乎香港的形勢
發展。
他又表示，原中聯辦主任彭清華的調任，有利他

日後升遷。
另外，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希望，張曉明在上任後

能夠虛心謙卑，多了解港人對高度自治及自由的堅
持，「毋須多番強調中央在香港有無上的權威」。工

黨主席李卓人則指，張曉明應多了解香港民情，
「有人講香港是一杯很難飲的茶及難讀的書，希望他
先睇一睇本書，及歎 茶先，不要視『泛民』為敵
人」。

梁振英在昨日聲明中，亦代表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衷心感謝
原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對促進香港
繁榮安定所作的貢獻。他說，在
彭清華的領導下，中聯辦一直按
照《基本法》積極支持和配合特
區政府的工作，推動內地與香港
的緊密聯繫，並致力開拓兩地的
合作機遇。他祝願彭清華在新崗
位工作順利，生活愉快，身體健
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

祖) 國務院日前任命原國務

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為中

聯辦主任，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梁振英昨日發表聲明，歡

迎張曉明出任新職，指張從

事港澳事務多年，對香港的

情況非常熟悉。「我深信中

聯辦在張曉明的領導下，可

進一步推動內地與香港的交

流與聯繫；並會繼續按照

《基本法》及『一國兩制』

的方針政策，積極支持特區

政府的工作，維護和促進香

港的繁榮安定。」

■梁振英(左)昨發聲明，歡迎張曉明(中)出任中聯辦主任，指他從事港澳事務多

年，對香港的情況非常熟悉，故深信中聯辦在張的領導下，可進一步推動內地與

香港的交流與聯繫。聲明中又衷心感謝原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右)對促進香港繁榮

安定所作的貢獻。 曾慶威 攝

■李少光表示，他認識張曉明多年，對方性格隨

和，熟悉香港事務，是中聯辦主任的適合人選。

梁祖彝 攝

■陳永棋讚揚張曉明

平 易 近 人 ， 為 人 謙

虛。 黃偉邦 攝

■葉國謙表示張曉明

很冷靜、作風低調。

黃偉邦 攝

■吳康民相信張曉明

會帶來新思維。

曾慶威 攝

有新思維冷靜低調熟港事務 平易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