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7 責任編輯：周萬仰

2013年3月4日(星期一)

2 0 1 3兩 會

無警車開道 委員心舒坦
往年文件三尺高 今年無紙化網絡查閱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羅洪嘯）霧霾鎖
城、污水橫流、土壤污染，頻發的環境問題成為所
有中國人關注的焦點，在全國政協會議召開當日，
環保企業家們共同發出呼籲，未來十年中國要想治
理好環境，必須確保環保投入佔國民收入（GDP）
比重達到2%-3%，這大致需投入10萬億元，其中各
級財政需投入2萬億元，以緩解現有環保投入不足
問題。

投入不足 忽略建成後效

同時，建議加快出台環境稅，本 先易後難、稅
費並舉的原則，開徵二氧化硫(SO2)稅、氮氧化物

（NOX）稅和工業碳稅三個稅種。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會長、北京桑德環保集團董
事長文一波接受本報採訪時直言，目前中國政府對
環保的投入僅佔國民收入的1.7%至1.8%，並且結構
不盡合理。當前，中國環境治理重視基建項目，而
忽略項目建成後的效果，這就造成了大家都一哄而
上跑項目拿錢，真正關注項目環保效果不多，很多
資金都被浪費，這也就是為何那麼多環保資金投下
去，中國環境問題依舊突出的主要原因。

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
所副所長王毅也坦言，當前中國環境污染已經是系
統性問題，但中國環保部門職能卻較為單一。他認
為，環保大部制的改革應該把資源管理和環境保護
職能集中，成立大環保部，同時配有相應的人和

物，以及完善的從地方到中央的監管體系，只有這
樣，才能管好環境問題。

建議出台環境稅

對於開徵環境稅的問題，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
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認為，環境稅並不是洪水
猛獸，是跟企業過不去。事實上，推行環境稅後，
企業宏觀稅賦是不上升的。

在環境治理中，賈康認為環保企業是非常重要的
一環。他建議，對環保企業將所得稅減按15%稅率
徵收，同時對污水處理、垃圾處理等污染治理企業
生產經營用房及所佔土地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
實行免徵。

「往
年會議結束時，我們房間裡堆的文件兩三
尺都不止。今年無紙化，有利於節約，遏

止浪費。」連續三屆獲任全國政協委員的中國作家
協會副主席張抗抗向本報表示，今年全國政協十二
屆一次會議，不再提供紙質大會發言和簡報，提
案、簡報、大會發言等文件，都通過網絡系統提供
查閱。全國政協方面早前表示，僅無紙化辦公這一
項，就可節省200萬元開支。

自帶水果 減少宴請

今年全國兩會新出台措施，改進會風，厲行勤儉
節約、不封路不搞歡送儀式。張抗抗稱，有委員聽
說今年新會風，專門從家裡自帶了水果，分發給其
他委員。另外，過去會議期間會有不少各種類型的

聚會，而今年大家都自覺減少。
昨日傍晚，政協會議開幕式結束後，記者注意

到，委員們乘坐的大巴車隊前面，已沒有了閃 警
燈的警車開道，取而代之的是一輛普通的大巴。在
駛出天安門廣場外的路口時，委員車隊和公交等社
會車輛交替放行，不再是等委員車隊完全駛離廣場
再放行社會車輛。一位北京市民向記者表示，明顯
感覺今年不像往年開會時堵得那麼嚴重。

據了解，今年全國兩會共使用近30處駐地，分佈
在北京多個城區。兩會在交通組織上將最大限度合
併會議交通路線，盡量避開繁華地區，在主要路口
交替放行會議車隊和社會車輛，在確保會議按時順
利進行的同時，盡可能方便社會、方便群眾。本來
不就該如此嗎？一位出租車司機回曰：「是本來就

應該這樣，但是過去都沒做啊。」不少港澳界政協
委員都表示今年來開會，儘管沒有警車開道，在路
上延誤了一些時間，但是他們心裡反而覺得挺舒
服。

的哥讚不堵車：本該這樣

會風的轉變，還體現在委員代表的一言一行。
總是「實話實說」的崔永元委員在「兩會」期間

依然話語犀利。這位資深媒體人得知採訪記者是第
一次跑「兩會」時，便建議記者要找那些「實實在
在」的委員和代表，聽他們說「真的心裡話」，「遇
到他們講官話套話，你扭頭就走，讓他們知道官話
套話不受歡迎。」

崔永元今年準備提一個關於保障農民工權益的提
案。他表示，大家覺得「農民工」這個稱呼不好
聽，準備改成「城市工人」，這是在做表面文章，如
何稱呼他們沒有意義，怎麼對待他們才有意義。

「現在他們的孩子就學，自己的福利待遇，春運買
票，所有的具體問題擺在他們面前，我都沒有看到
更有效的解決方式。而且問題越積越多，遲早是個
隱患。」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

組 何凡）全國政協委員、央
行副行長易綱(見圖)3日在全
國兩會間隙向本報指出，今
年的通脹比去年略高一些，
CPI（國民消費價格指數）水
平可能會在3%左右。但他表
示有信心控制住通脹。

當被問到今年的社會融資
總量目標時，易綱指出，作為央行要做到心裡有數，
但具體目標要尊重市場化的選擇。媒體問及央行行長
人事變動對貨幣政策有何影響時，易綱未予正面回
應，請記者3月中旬關注人事變化的結果。

今年CPI或達3%
易綱：有信心抑通脹

在昨天

全國政協

的工作報

告中，賈

慶林主席

重 指

出，要「繼續推進中共領導的多黨合

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積極開展人

民政協協商民主實踐」。海內外媒體

評論，協商民主正成為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政治制度的新的創新形式，為中

共實現「兩個百年」戰略目標，實現

「中國夢」創造全新的實現平台。

人民政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

本政治制度之一，政治協調、民主監

督、參政議政是其三大職能，協商民

主在其中佔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中

國國家高層人事新老交替之際，賈主

席多次提到「協商民主」，顯示在中

國未來改革發展中，協商民主將是政

協未來工作的 力重點之一。

有委員表示，協商民主的制度化推

進是報告中最大的亮點之一。賈主席

提出要豐富協商形式，完善協商制

度，拓寬社會各界有序政治參與的渠

道和平台。而去年底的中共十八大報

告，首次將政治協商列入報告。 政

協新發言人呂新華透露過，本次大會

主席團會議主持人俞正聲曾找他談

話，問他是否清楚知曉政協四個協商

平台。中央高層透出的信息非常明

確：協商民主未來五年只會增強，而

不會削弱。

當前，中國社會正處於重要的歷史

轉折關頭，矛盾多發，利益多元，訴

求多樣。因此，加強協商民主對實現

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全面進步，具有

特殊重要的作用。協商民主首先要求

執政黨要廣納社會各界意見和建議，

聽取他們的呼聲。前不久，習近平對

各民主黨派人士說，中共要有包容之

心，要勇於聽取哪怕是尖銳的批評。

他的最新表述表明，中共將為協商民

主進一步敞開大門。

其次，協商民主要求社會各界在表達意見的基礎上

實現共識。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共收集到近兩萬篇反映

社情民意的信息，光是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的提

案就有1,347條之多，反映政協的建言獻策職能正在發

揮積極作用，相信未來五年這種作用將進一步加強。

最後，協商民主從建言到實踐需要制度性安排和保

證。習近平總書記和中共十八大報告承諾，中共將認

真落實關於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堅持協商於決

策之前和決策之中的規定，進一步發揮政協作為協商

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有理由相信，協商民主將為中

國社會廣開言路提供制度保證，為中國社會注入新的

活力。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葛沖、劉蕊、沈夢珊）兩會年年開，今

年有不同。今年的一大亮點就是會議新風。在大會會場內和代表委員

駐地，迎接沒橫幅，會場少了鮮花，宴請安排自覺減少；會場外，沒有了警車開道，在主

要路口交替放行會議車隊和社會車輛，最大限度維持社會交通正常運轉，今年兩會內外，

一派新氣象。

環保企業家籲環境投入佔GDP3%

■全國政協會議昨日召開，禮儀小姐在天安門廣場合影。 路透社

■會議場內外布置簡化平實。 中通社

■兩會期間，北京在主要路口交替放行

會議車隊和社會車輛。 葛沖 攝

賈康：房產稅勢擴大試點範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來自山東濰坊的全國

人大代表李雪芹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應從源頭上控

制排污，絕不能做禍害子孫後代的事。

近日，有網民在微博爆料稱，山東濰坊許多化工廠、

酒精廠、造紙廠將污水通過高壓水井壓至1,000多米以

下的水層，致使地下水污染。對此，截至2月26日，山

東省環保廳共檢查20家企業，其中涉嫌向地下排污的案

件有14件，目前未發現通過水泵向地下排污行為。

晨鳴紙業集團公司總部位於濰坊，集團副總經理李

雪芹透露，近期公司已接受好幾次檢查。她建議，國

家應出台相應的政策，從源頭上控制排污，淘汰落後

產能，對達標企業給予獎勵，獎懲分明，環保便會形

成一種良性循環。對此，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工商

聯副主席唐一林也認為，污染問題在中國發展過程中

不可逾越，但如果重視起來、全民參與，問題很快就

能得到解決。

山東團代表：
從源頭控排污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李叢

書、馬琳）兩會召
開前夕，國務院公
佈房地產調控「新
國五條」實施細
則，使房價問題再
次成為民眾關注的
焦點。因此，當全
國政協委員、財政
部財政科學研究所
所長賈康一現身人
民大會堂東門，就
遭遇大批記者的圍
追堵截。賈康表
示，從長遠看，房
產稅擴大試點範圍
是必然趨勢。

新出爐的「國五
條」細則一出爐，
全國多地就出現了

「拋房潮」。對此，
賈康並不感到意外，「二手房交易按差價20%繳個稅的
政策還沒正式執行，大家都急於成交。」不過他提出，
細則的後續影響將不僅僅限於二手房。「二手房交易成

本的上升，會使得一部分有購房意向的人士，轉而投向
沒有這部分交易費用的新房。」

其次，細則的出台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以房投資，
「原來有規定，二手房滿五年交易的免收營業稅，現在沒
提到這一點。如果這項規定取消，以房投資者或將減
少。」值得一提的是，有關二手房交易按差價20%繳個
稅的政策並非全新規定。賈康說，此前各地都出台了一
些變通的辦法，很多城市都演變為按成交總價的1%繳納
個稅，「這次細則公佈後，會不會繼續允許地方政府沿
用此前的做法，還有待觀察。」

賈康強調，從長遠看，房產稅擴大試點範圍是必然趨
勢，而且官方已經就此明確表態，「這個決策應該比
2012年更加肯定。」至於究竟什麼時候才是房產稅擴大
試點城市的最佳時機、新的試點名單何時公佈，賈康對
此表示還不好說具體的時間表，「只能等官方宣佈。」

李曉林：不能只調房價不調地價

全國政協委員、林達集團董事長李曉林昨天則向本報
表示，「新國五條」的稅費很可能轉嫁到買房者身上，
而且極可能進一步推高一手房房價。

李曉林說，調控房價應該研究一下產業的深層級問
題。目前地價加上稅費，最高已經接近房地產開發總成
本的70%，最終地價會核算到房價裡，由老百姓買單，
這是推高房價的根本問題。他強調，政府調控不能只調
房價，不調地價。

■賈康認為，國家宏觀調控已擠掉

樓市不少泡沫。 李叢書 攝

■李曉林表示，「新國五條」稅費

很可能轉嫁買房者身上。 馬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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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涂若奔）「新國五條」對二手
房徵收重稅，有分析質疑此舉
會令買家的負擔更加沉重。全
國政協海外列席代表、美國李
氏房地產投資有限公司總裁李
綱(見圖)昨日表示，美國在這
方面其實也類似，賣房者僅需
支付交易稅，佔比為房價的百
分之零點幾。

李綱昨日於北京會議中心接
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美國炒房
的人也很多，很多公司以此作
為主要的投資業務，而房產稅
跟房子升值的幅度相比較並不
高，不會造成困擾。他稱，房
地產跟整個國家經濟密切關
聯，等到國家經濟結構調整至
合理狀態時，民眾對房地產的
價格關注度自然慢慢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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