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邦國：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
人大加強監督有利「一府兩院」改進工作

吳邦國昨日在常委會工作報告談及「牢牢把握人大
工作正確的政治方向」時表示，人民代表大會制

度是體現我國國家性質、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
制度，也是黨在國家政權中充分發揚民主、貫徹群眾路
線的最好實現形式。我們深刻認識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
度的本質特徵，理直氣壯地堅持自己的特色、發揮自己
的優勢，不斷推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充分認識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
體的本質區別，堅決抵制各種錯誤思想理論影響，在重
大原則問題上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我們借鑒人類政治
文明有益成果，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督促修改廢止違憲法規

吳邦國介紹，人大是國家權力機關，統一行使國家權
力，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大產
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依照憲
法和法律的規定，根據黨的主張和人民的意願，通過制
定法律、作出決議，決定國家大政方針，並監督憲法和
法律的實施，監督和支持「一府兩院」依法行政、公正
司法。

吳邦國指出，在具體工作中，人大注意加強與「一府
兩院」的溝通協調，共同研究解決立法中存在的主要矛
盾和問題；就執法檢查、專題調研、計劃和預算決算初
步審查中發現的問題與有關方面交換意見，將常委會組
成人員的審議意見送「一府兩院」研究處理，並要求依
法向常委會報告研究處理結果；針對法規備案審查中發
現的同憲法和法律相牴觸的問題，及時與制定機關加強
溝通協商、提出意見，督促自行修改或廢止。

他表示，人大依法加強監督，有利於促進「一府兩院」
改進工作，推動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一府兩院」自
覺接受人大監督，有利於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保證人
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

人大工作遵循民主集中制

吳邦國還介紹，人大工作的特點是遵循民主集中制原
則，依照法定程序，通過會議形式，集體行使職權，集
體決定問題。常委會堅持發揚民主，嚴格依法按程序辦
事，保證常委會組成人員充分發表意見包括不同意見，
在基本達成共識的基礎上，依照法定程序、通過會議形
式進行表決，實行一人一票，按照多數人的意見作出決
定。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李叢

書）昨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來到了廣
東代表團與代表一起審議，要求廣
東繼續發揮中國改革的「窗口作
用」，「做好改革這篇大文章」。會
後，有代表讚其親切真誠，非常熟
悉廣東事務，對粵感情之深從舉止
間可見一斑。

肯定廣東近年成績
昨日上午，張德江參加廣東代表

團參加審議。期間，代表們發言踴
躍。據在場代表透露，張德江幾乎
全程面帶微笑，認真傾聽，不時與
代表們交換意見。在聽取完代表發
言後，他還對廣東近年來取得的顯
著成績給予了充分肯定。

廣東一直是開放的前沿、改革的
熱土，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履新
後首次地方視察，也對廣東深化改
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此，張德
江指出，廣東要深入學習貫徹黨的
十八大精神，全面落實習近平總書
記在廣東考察時的重要講話精神，
做好深化改革開放這篇大文章，不
斷探索實踐，在深化改革開放中繼
續發揮窗口作用、試驗作用、排頭
兵作用。同時，要加快推進經濟結
構戰略性調整，全面提高經濟發展
質量和效益，加快形成新的發展方
式。統籌好區域城鄉協調發展，加
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力度，不
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
此外，還要繼續深化粵港澳合作。

曾主政五年感情深厚
會議結束後，全國人大代表、中

山紀念中學校長賀優琳在談及近距
離接觸這位中共大員的感受時表
示，張德江非常親切、真誠，對廣
東事務也相當熟悉，「討論什麼事
情他都能很快接上來，也有深入的
見解。」在會議期間，張德江姿態
放鬆，語調平和，笑容滿面，心情
顯得相當愉悅。賀優琳說：「看得
出來，張德江副總理對廣東的感情
很深。」

張德江曾在2002年-2007年主政廣
東，對廣東發展大勢把握到位，重
視粵港合作，曾親身推動粵港關
係，促進「港珠澳大橋」的落實。

■張德江參加廣東代表團審議。圖為張德江與鍾

南山握手。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趙一存）十二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昨日舉行第二次全體會

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作常委會

工作報告時強調，堅決抵制各種錯誤思想理論

影響，我們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絕不

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吳邦國並指出，人大

依法加強監督，有利於促進「一府兩院」改進

工作，推動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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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邦國走上主席台時向大家致意。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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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兩會」期間，兩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俞正聲和張德江，先後就香港問題發表重要講

話。香港有輿論聲稱，俞正聲和張德江態度一硬

一軟，俞正聲強硬調子在港引起太大反響，因此

張德江以懷柔腔調來「補鑊」云云。此乃無稽之

談。事實上，兩位常委的講話在體現中央對港政

策的根本宗旨方面，是一脈相承的，反映了中央

對香港問題的一貫政策和立場，以及對當前香港

形勢的明確態度。

兩相對照，俞正聲與張德江的講話在體現中央

對港政策的根本宗旨方面，根本不存在所謂一硬

一軟和「補鑊」的問題。在強調中央落實「一國

兩制」方針，希望社會各界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等方面，兩位常委的講話一脈相

承。俞正聲希望港區政協委員增強團結，確保愛

國愛港力量在香港長期執政；張德江要求港區人

大代表在國家管理和香港事務中要發揮積極作

用，側重點雖然不同，但在要求愛國愛港力量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方面，同樣準確體現了中央對港方針政策

的根本宗旨。

事實上，中央對香港政策是一貫的。例如，

在確保愛國愛港力量長期執政方面，提出「一

國兩制」構想的鄧小平早在1984年就提出「愛

國者治港」的原則：「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

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

香港」。整部基本法的精神，都滲透了「愛國者

治港」的原則。又如，在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方面，回歸15年來，中央都

全力以赴。

俞正聲強調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長期執

政，既是中央的基本立場，也是針對香港有人挑

戰普選的行政長官必須是愛國愛港者的原則，針

對他們企圖把香港變成為顛覆內地社會主義制度

的陣地和橋頭堡。他們將中央和愛國愛港力量對

他們的揭露和批評說成是「中央收緊『一國兩

制』」，將兩位常委講話歪曲為一硬一軟和「補

鑊」，其目的不過是企圖逼迫中央和愛國愛港力

量對他們損害「一國兩制」的言行視而不見，無

原則地「放鬆放軟」。然而，對於極少數人衝擊

「一國兩制」底線的行為，如果沒有鮮明的態

度，任其發展下去，後果不堪設想。只要觸及

「一國兩制」底線，中央絕不會讓步，愛國愛港

力量也要出聲。

市建局昨日啟動深水 東京街/福榮街項

目，總發展成本約為10.3億元，涉及83個業權

及多個 房戶，提供約145個中小型住宅單

位。事實上， 房問題是本港舊區存在已久

的隱患，加快舊區重建是解決舊樓日久失修

的根本方法。不過，重建涉及大批 房戶的

賠償及安置，勢將大幅增加收購成本，隨時

令市建局出現嚴重虧蝕，拖慢重建進度。當

局應研究放寬重建項目的地積比率，以增加

重建後的房屋供應，既可發揮土地潛力降低

呎價，亦能減省市建局重建成本，加快重建

進度。

今次市建局重建項目涉及樓齡逾50年的大

廈，樓宇破舊失修，天台僭建問題嚴重。這

些大廈及設施早已不符目前建築安全要求，

衛生環境惡劣，居住環境擠迫，外牆亦經常

出現剝落情況構成危險。未來10年，這些

「高齡樓宇」的數目仍會按年遞增500幢，需

要市建局加快重建步伐，改善基層市民的居

住環境。

今次重建項目總發展成本高達10.3億元，業

權雖涉及83個，但由於涉及多個 房戶，登記

住戶數目超出項目業權數目，市建局需要處理

共110戶家庭，大大加重了市建局的賠償金

額。過去，市建局進行收購時，賠償往往較地

產發展商豐厚，對業主除有現金或「樓換樓」

補償，對每個 房戶一般也會賠償近10萬元搬

遷費。有地產業人士指出，由於早前土瓜灣重

建項目的收購呎價達1萬元，增加業主期望，

收購價不會少於此數，加上大批 房戶的賠

償，將為重建項目帶來巨大的財政風險，削弱

重建成本效益，也拖慢重建進度。

有關項目重建後，市建局雖可將原樓高5至

7層大廈，改建為25層高樓宇，共提供145個

中小型單位，但單位數量始終較少，與重建

成本不符。市建局重建時，往往因地積比率

限制，未能進一步興建更多單位，為彌補成

本，重建後的單位往往要以較高呎價出售，

超出普羅市民購買力。現時深水 、九龍城

等市區地段存在較多50年樓齡樓宇，屬本港

黃金土地。當局應與市建局協商，放寬市區

重建土地的地積比率，令市建局在重建後能

夠增加房屋供應，發揮土地最大潛力。

(相關新聞刊A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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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加入多邊議會組織

創新監督方式 邀部長到會回應

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8日

下午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大會

主席團常務主席、執行主席李建

國主持會議。昨天適逢國際勞動婦女節，會議開始時，

他代表大會主席團，向各位女代表、女工作人員，向全

國各族各界婦女，向世界各國婦女，致以節日的祝賀。

此外，3月6日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市市長邵占維突發

心臟病，經搶救無效逝世。李建國表示，以大會的名義

對邵占維代表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兩會報道組

杭州市長猝死
人大會議致哀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田一涵）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昨日舉行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

會議上指出，人大目前已經形成全方位、多渠道、

寬領域、深層次的人大對外交往格局。

吳邦國指出，過去五年，人大常委會堅持服務國

家總體外交，充分發揮人大對外交往的特點和優

勢，積極開展高層交往，穩步推進機制交流，有效

利用多邊舞台，全面加強與各國議會及多邊議會組

織的友好關係，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寬領域、深

層次的人大對外交往格局。

吳邦國表示，全國人大目前已與14個國家議會及

歐洲議會建立定期交流機制，成立106個雙邊議會友

好小組，加入15個多邊議會組織，成為5個多邊議會

組織觀察員。

吳邦國並表示，全國人大在對外交往中，堅決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增進政治互信，促

進務實合作，加深人民友誼，不斷夯實國家關係發

展的社會基礎，為維護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發

揮了重要作用。

吳邦國稱，常委會還批准中國與外國締結的條

約、協定和中國加入的國際條約39件，決定和批准

任免了一批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趙一存）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昨日在作常委會工作報告時指
出，要堅持從國情和實際出發推進人大工作創新，
從詢問和質詢、預算監督、跟蹤監督等方面，創新
人大監督工作方式方法。其中，邀請國務院有關部
門主要負責人到會聽取意見、回答詢問，選擇常委
會組成人員關注的重點問題加強跟蹤監督。

常委會組成人員交流

吳邦國指出，詢問和質詢是人大對「一府兩院」
實施監督的法定形式。常委會結合聽取審議國務院
有關報告，分別採取分組會議、聯組會議等形式開
展專題詢問，邀請國務院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到會
聽取意見、回答詢問，同常委會組成人員深入交
流，共同研究解決問題的辦法，同時通過電視、網
絡等媒體進行現場報道和直播，產生積極社會反
響。會後，選擇常委會組成人員關注的重點問題加
強跟蹤監督，推動有關方面改進工作。

他還指出，預算監督是常委會的重要職權。為增
強監督實效，將以往在6月份常委會會議上聽取審議
中央決算報告時一併審議當年前5個月預算執行情況
的做法，改為在8月份會議上專門聽取審議當年預算
執行情況的報告，重點審查全國人大批准的預算及
預算決議執行情況、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情況、重點
支出資金到位和使用情況等，同時加強對政府性基

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執行情況的監督，推動
建立政府全口徑預算決算制度。

跟蹤監督助解難點問題

此外，跟蹤監督是近年來人大推動解決重點難點
問題的一個好辦法。比如，十屆常委會通過加強跟
蹤監督，推動解決了拖欠出口退稅、拖欠農民工工
資、超期羈押等一批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問題，十一
屆常委會在認真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綜合
運用多種監督形式反覆督查、一抓到底，更加注重
把加強監督與修改完善法律結合起來， 力推動解
決問題並建立長效機制。

■媒體記者在會議現場閱讀材料。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