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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聯防聯治 共保藍天
三地協同監控PM2.5  減排減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叢書、古寧 廣州報

道）去年國家頒布空氣質量新標準後，珠三角

在全國率先向社會實時公佈了包括PM2.5在內

的空氣質量狀況，數據顯示廣東PM2.5的年均

超標率達到了11.8%。在昨天上午召開的廣東

省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第三場記者會上，

「PM2.5」、「空氣污染」儼然成為出現頻率最

高的詞，面對各路媒體的「迫問」，廣東省環

保廳廳長李清表示將多措並舉，今年將與澳門

聯網，在珠三角、粵港澳區域內形成聯防聯治

的工作機制。

自去年6月5日到今年1月24日，廣東省的優良天氣
是72.1%，輕度污染是22.2%，中度污染是4.9%，

重度污染是0.8%。其中，對於大家最為關心的PM2.5濃
度超標。

力爭2015年臭氧受控

李清回應說，廣東省環保廳制訂了第二個階段的珠三
角空氣清潔計劃，力爭到2015年，珠三角PM2.5和臭氧
污染的態勢得到初步控制，到2020年珠三角的空氣質量
明顯改善。

目前，廣東省環保廳正在制訂一個省市聯動的重度污
染調控的應急措施。根據空氣質量的變化情況和檔次，
制訂相應的應對方案。一是對人體健康的防護措施，二
是相應的污染減排措施。另外，對空氣質量的預警預報
系統也在研究中。

李清還表示，珠三角、粵港澳都是一個共同的區域，
解決環境保護問題更多是從區域內解決問題，在區域內
形成聯防聯治的工作機制。在這方面，廣東省環保廳跟
香港首先建立了粵港珠三角監控網。從2006年開始就每
天發佈粵港區域指標變化。接下來，珠三角的監控網要把澳門也加
進去，今年內就可以三地聯網監控。同時以大氣、水環境為重點，
加強綜合治理和聯繫。這個合作是長效的，粵港澳三地還將在制度
創新、污染防治的協同控制方面繼續努力。

關閉重金屬污染企業

近年來廣東一些地方土地重金屬污染加劇。李清指出，過去，省
環保廳主抓空氣、水污染的質量，對土壤污染治理重視得不夠。為

了治理土地的重金屬污染，廣東已經成立了專門機構，制定聯席會
議制度，以推進土地重金屬污染的治理。鎖定5種重金屬、8個重點
防控地區、10個行業、600家企業進行綜合治理。目標是關停255家
重金屬污染企業。今年，廣東還要制定重金屬總量減排制度，加大
對珠三角電鍍園區的全面治理，提高排放限制，進行強制性清潔生
產，實現十二五期間減少15%排放量的目標。接下來，環保廳將重
點推進韶關大寶山、汕頭貴嶼和清遠龍塘鎮、石角鎮這三個地區的
重金屬污染治理。

陝人代：餐飲只靠政府必死內蒙港委員關注醫療教育馬恩國：法院不能獨立於黨

粵將上調最低工資至1469元

包玉剛之女：「富二代」應自律

朱明國當選廣東政協主席

四川將推縣級三公經費「裸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李叢書 廣

州報道）廣東省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昨日
閉幕。朱明國(見圖)當選廣東省政協主
席，梁偉發、王珣章、姚志彬、陳蔚文、
溫蘭子、溫思美、唐豪、劉日知、陶凱元
當選省政協副主席，其中，梁偉發、唐
豪、劉日知、陶凱元是新當選。而黃龍雲
不再擔任廣東政協主席，另有任用。當
天，港區政協委員周星馳沒有出席閉幕
式，為期6日的會議中，他只參會半天。

處理烏坎事件獲民意支持

當天，朱明國與黃龍雲在交接時親切的
握手擁抱。朱明國說：「本來是要獻花

的，但是咱們免了。」履新時，朱明國向
黃龍雲等廣東政協前輩致謝。朱明國說，

「我生在廣東，讀書在廣東，工作在廣
東，感情更在廣東，廣東氣質和廣東口音
始終是我最鮮明的『身份證』。」

朱明國，1957年5月生，海南五指山
人。他1975年10月入黨，1974年8月參加
工作，中央黨校培訓部三年制培訓班畢
業，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現任中央紀委
委員，廣東省委副書記、廣東省社會工作
委員會主任。

朱明國在處理烏坎事件中獲得民意支
持。烏坎事件是於2011年發生在廣東省陸
豐市的一宗群體事件，由於土地被村委會
成員私下變賣，而引發村民與地方政府發
生矛盾，朱明國曾進烏坎村了解情況并使
事態走向良性發展。

在會議上，首任廣東省港澳辦主任、現
任廣東省政府秘書長唐豪高票當選為廣東
省政協副主席。唐豪是廣東人，從1995年
以來，所擔任職務多涉及香港事務，在推
動粵港合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叢書 廣州報道）

關於最低工資標準的問題從廣州市「兩
會」，熱到了廣東省「兩會」。在昨日粵人
大的第三場記者會上，省人社廳廳長歐真
志表示，當前方案還在調整中，按照國家
最低工資標準要年均遞增13%以上的要
求，廣州最低工資標準將達1,469元/月以
上。如果這個方案報省政府批准之後，將
在節春後盡快公佈。

對於春節後，廣東省會不會出現前幾年
的「用工荒」問題。歐真志回應說，當前
廣東省整個用工情況總體穩定，全省總的
缺口是在常年的狀態下，大概是四、五萬

左右的常態區域內。按市場調查，求職者
和崗位的比例大概是1.03到1.1，即一個求
職者有1.03個崗位。「從目前掌握的情況
來看，不會出現大起大落，不會出現『用
工荒』。」

去年，廣東省將一千億養老金進入資本
市場，引發了掀然大波。對此歐真志表
示，去年廣東省把部分剩餘的基金委託給
中國社保基金理事會來投資運營，將近大
半年的時間了，它的運營情況還沒有向省
人社廳通報，運營到一段時間之後等他們
通報了才好說。同時，歐真志表示，廣東
省社保基金整個運行良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況璃 成都報道）新
的一年裡，四川財政錢怎麼花，花到哪裡
去？昨日下午的四川省十二屆人大一次會
議向代表作出承諾：四川已經在全國率先
公開省、市兩級「三公經費」，今年起，還
將推動公開區縣一級的「三公經費」，實現
賬本「全裸曬」。

公開透明利於資金高效使用

最引人關注的是，代表們每人一本《預
算審查監督知識讀本》，在專業手冊的指導
下對預算報告進行挑刺打分、建言獻策。
分組審議現場，省財政廳副廳長陳煒及省

財政廳副處級以上幹部到每一組駐點，現
場聽取意見並答疑。

「人大代表加強審查、監督，將促使行
政權在陽光下運行。」來自宜賓的省人大
代表陳厚生說，對所有財政預決算進行審
查和監督，將在立法層面，使人大對各級
政府所有收支進行全面監督，讓政府資金
的使用公開透明，更加合理、合法、有
效。這也可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尤其是
在社會保障資金、大型工程項目建設方面
節約投入、高效投入。他建議，四川省應
將全口徑預算決算的審查和監督，納入各
級人大常委會日常工作。

審議中，代表們最關心與「三公」有關
的四項開銷：因公出國(境)費用、公務接待
費用、公務用車運行維護費和公務用車購
置費用，都已納入嚴格監管。2011年，四
川首次公開「省級部門預算」，曬省級部門

「賬本」。
2012年，四川在全國第一個實現省、市

兩級「三公」經費全面公開。
「四川的財政資金使用，正在向公開透

明推進。」省財政廳有關負責人表示，從
今年起，四川還將陸續推進區縣一級的

「三公經費」公開，實現四川省、市、縣三
級三公經費賬本全「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在浙
江省兩會期間，世界船王包玉剛之女包陪慶教
授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暢談了她如今正在

手經營的教育事業。作為著名的「富二
代」，包陪慶坦言：一個人無法選擇自己的出
身，但社會一般對「富二代」、「官二代」的
要求會比較高，所以，他們必須自律，且要學
習怎樣才能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

近年來，身為香港環球教育集團主席、環球
輪船有限公司董事長，包陪慶在教育事業上傾
注了更大的熱情和財力。「教育事業是日益強
盛的祖國的重中之重。」包陪慶說，「中國人

最大的責任就是把下一代帶好。我們要以身作
則，不要讓下一代成為不好的『富二代』、

『官二代』。」
2007年，包陪慶在上海創辦了包玉剛實驗學

校，這個以強調精英教育為主導的學校吸引了
很多專業人士把自己的小孩帶來這裡，也讓包
陪慶認識到對培育所謂「富二代」、「官二代」
的重要性。

包陪慶在包玉剛實驗學校裡，非常注重對孩
子們的人格和綜合素質培養。她說：「我們要
傳承中國的傳統文化，讓孩子學會『仁、義、
平』的理念。」

各地「兩會」正開得如火如荼。放眼望去，記者不

禁感歎：怎一個「簡」字了得！

因為有了中南海「八項規定」的「頂層設計」，各

地兩會才「簡」風勁吹。北京的兩會是「四無」：進

門無鮮花，無紅地毯，無彩旗橫幅，無大包小包禮品

盒。廣東兩會是「五不」：不擺放鮮花，不做背景

板，不鋪紅地毯，不掛氣球，不發放禮品和公事包。

上海兩會講究節儉：乘公車，吃簡餐⋯⋯節儉務實的會風，獲得各地百

姓交口稱讚。

若說轉變會風只是形式，那麼會上討論最熱烈的民生問題則轉變的是

內容，修路架橋、看病上學、就業扶貧、食品安全、保護生態⋯⋯各類

提案建議無不圍繞民生大計展開。記者在網上翻看雲南、江蘇、湖北和

廣東等省的政府工作報告，「民生十件大事」都赫然排在工作首位。

更令人振奮的是，代表們開始「拷問」起政府來：「珠海的成績單看

起來很豐滿，實際上很骨感！」「廣州審批一個項目竟用了779天，蓋了

一百多個公章，政府機構究竟在幹什麼？」⋯⋯面對層出不窮的質詢，

主管官員的腦袋上滲出了汗珠，有時甚至變得前言不答後語。記者以

為，官員們的日子難過點，百姓的日子可能就會好過點，「兩會」向

「橡皮圖章」說拜拜的時候就會近點。

高官財產何時公開？這是廣東「兩會」上最吸眼球的話題。在媒體的

窮追猛打下，廣州、佛山和深圳等市市長紛紛表態，「只要有通知，我

願意帶頭公開財產。」表態在網絡上一石激起千層浪。有的網民等不及

了：「既然市長們都願意，那中央就趕緊順水推舟，下達財產公開令

吧！」

「新型城鎮化」是微博上「兩會」的另一關鍵詞。武漢的兩會上，城

鎮化在市長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單列一章；江蘇鎮江定下目標，要將城鎮

化率提高到65%；福州則要加大對城鎮化的財政支持力度⋯⋯十八大報

告提出，中國要走新型城鎮化道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積極穩

妥推進城鎮化」。有專家預測，中國城鎮化水平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即

可拉動消費增長1,200億。可見，在全球經濟形勢低迷情況下，中國

「新型城鎮化」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新引擎。

「兩會」形式上雖然精簡了，內容上卻份量重了。要想真正解決老百

姓的疾苦，關鍵要看「兩會」內容能否

真正變成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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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歲末年
關，一場「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整治公款宴
請之風正愈刮愈烈，尤其是今年各地兩會積極響
應中央「八項規定」號召，勁刮簡樸風，讓部分
餐飲、花卉和煙酒企業頓感壓力。對此，陝西省
人大代表唐俊昌表示，「八項規定」對餐飲、花
卉和煙酒市場造成的影響只是暫時，不必擔憂。

唐俊昌表示，企業發展如果只盯 政府這個目
標市場，只有死路一條。他認為，中央「八項規
定」的出台，從長遠來看，將有利於減少部分企
業對公款消費的依賴。他並表示，在當前經濟社
會下，老百姓消費能力也在不斷提高，企業必須
轉變經營理念，積極培育新興業態，培育新的消
費主體，引導擴大市場消費，促進第三產業健康
轉型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王培 內蒙古報道）內蒙古政協十一屆
一次會議小組27日討論時，港區內蒙古政協委員董大偉、蔡曜陽就
內蒙古醫療和教育話題的發言贏得在場代表們的熱烈掌聲。

董大偉對內蒙古「農村醫療問題」關注已久。他曾在內蒙古呼和
浩特、包頭等地對此進行過了解，發現內蒙古農村的醫療水平大大
低於城市，其主要原因就是城鄉之間在醫保、社保方面的普及率有
差距，建議內蒙古政府加大醫保和社保在農村的投入力度，縮小城
鄉差距，讓每個農民都能享受國家提供的這些福利。

蔡曜陽委員是第一次當選「港區內蒙古政協委員」，他更關注內
蒙古的教育問題。蔡曜陽曾赴內蒙古巴彥淖爾臨河區「逸夫小學」
調研，該校學生大多是貧困生，沒有一個像樣的圖書館，為此，多
年從事教育實業工作的蔡曜陽，決定近期由其公司出資，為該校捐
助一個圖書館。

兩位「港區委員」的中肯發言在贏得掌聲的同時，他們的議題也
得到了內蒙古相關領導的重視，並承諾將盡快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

寬應、肖采虹、王利萍

太原報道）中共十八大以
來，推進司法制度改革已
成為網民熱議話題。山西
兩會期間，香港政協委
員、大律師馬恩國（見圖）

接受本報專訪時稱，推進
司法改革空間很大，但不能照搬西方司法獨立
模式，他非常贊同全國人大常委會主任吳邦國
的觀點「中國不能搞三權分立」。

馬恩國指，中國與西方國情不同，作為一黨
執政的國家，法院不能獨立於黨，法官從政治
理念上必須接受黨的領導。所謂司法獨立，往
往在政治審判時體現最為強烈，民間訴求不牽

扯政治色彩，司法獨立沒那麼彰顯。
馬恩國舉證指出，香港一些法官為了表示自

己是人權或環保的維護者，往往會做出對社會
整體不公正的判決，例如在「覆核港珠澳大橋
案」時，為了環評報告的一小項問題，竟然把
整個環評報告推翻，延誤了港珠澳大橋的建設
的時間。這樣判決雖然體現了維護人權，也體
現了極端的人權，不利於整體社會的發展。

馬恩國表示，中國要積極推進司法改革和進
步，但不能原樣照搬西方司法獨立模式，尤其
不能走香港一樣的法官政治獨立路線，法官的
天職是運用智慧公正審判。

據悉，馬恩國出生香港，亦是香港衡平法和
信託法權威，最近為香港特區政府「受託人條
例」改革諮詢中提供法律意見。

■包陪慶接受本報記者專訪。

本報記者俞晝 攝

■朱明國（左一）當選為政協第十一屆廣東省委員會主席。圖為朱明國與原廣

東政協主席黃龍雲擁抱致意。 中新社

中 國 新 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