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譚惠珠：港落實基本法有不足
重「兩制」輕「一國」 籲研推案例邀學者講授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郭浩文）

隨 國家改革開放取得長足成果，中國
在國際舞台面對的機遇和挑戰也日益增
加，外交工作未來挑戰重重。全國政協
香港委員蔡冠深在全國「兩會」提交提
案，建議中央政府應更重視民間外交，
實現外交「官民並舉」，而香港作為國
際大都會，和世界級金融、航運、商貿
中心，相關企業和專業團體應可協助內
地企業走向世界，推動國家與西方交流
互贏的過程中，並能有效地成為傳播中
國建設和諧世界、實現和平崛起理念，
及增進中外友好的重要載體。

籲重視民間外交 發揮更大作用
蔡冠深在提案中指出，中國國際影響

力不斷提高，國際上涉及的利益也日益
增多，遇到的挑戰和問題也越來越複
雜，但中國民間的力量和聲音卻沒有得

到很好發揮和利用，需要政府去應對外
國民間組織、社團甚至個人作出的挑
戰，耗費了大量的政府精力而且容易引
起國際社會的反感，故中國必須大力發
展民間外交力量，實現「官民並舉」的
外交。

他提出，民間外交有四大特色優點：
「有人民性、穩定性、靈活性和廣泛
性，進而決定了民間外交的『低風險
性』。」國家應信任、鼓勵民間外交力
量的發展，用好現有海外留學生、出境
旅遊人員、世界各地華僑、中國企業等
民間外交力量，不用擔心民間外交與政
府外交方針不一：「因為民間外交首要
條件就要要與政府聲音不同，才能顯出
中國外交的多元和真實性，才能更加易
於贏得對方的理解和信任。」

蔡冠深進一步提出，香港作為中國以
至世界上最開放的國際大都會之一，是

國家設立領館數最多的城市之一，各種
工商、學術、科研、慈善、宗親、教
育、衛生社團以至警察的員工組織，都
與世界各國相應的政商機構、民間組織
和人民有 千絲萬縷的關係，可以發揮
巨大的民間外交的力量，加上企業在全
球化下，香港已成為中央政府外交不可
或缺的有力補充，需要重視香港在發展
民間外交的潛能。

港助內地企業走向世界
他說：「香港作為中國國際化程度最

高的世界級的金融、航運及商貿中心，
相關企業和專業團體，可以協助內地企
業走向世界，推動中華與西方交流互贏
的過程中，還能有效地成為傳播中國建
設和諧世界、實現和平崛起理念，及增
進中外友好的重要載體。」

蔡冠深舉去年香港中華總商會在國家

商務部、外交部及特區政府支持下，在
香港召開內地、日本、韓國、東盟十國
加上香港特區參加的東亞商貿高峰論
壇，十一個國家的商務部長或副部長出
席，共商香港加入東盟「10+1」自由貿
易區的前景及加強東亞區域合作議題，
就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另外，他指出，目前中國取得聯合國
諮詢地位的非政府組織只有30多家，佔
全世界3,000多家只有約1個百分點，影
響了中國民間外交乃至整個中國外交事
業的發展，建議國家大力培育和推動有
能力的非政府組織參與涉外事務。

80%時間是推廣「兩制」

正在北京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
議的譚惠珠在接受中通社訪問時坦言，
以往《基本法》在香港的推廣重「兩
制」、輕「一國」：「《基本法》在香港
的推廣，百分之八十的時間是推廣『兩
制』，不是推廣『一國』。」這不足之
處，令香港民眾對《基本法》中有關

「一國」的內容認識、感受不深。「《基
本法》中有關中央與特區關係，及中央
管理事務的條文，最關鍵是先有『一國』
才有『兩制』。」

她續說，特區政府對《基本法》採取
「軟性推廣」，缺少研究調查，高層次、
理論性、與中國《憲法》一致互動的工
作做得少，造成學者和專業人士覺得與
他們關係不大，香港一些法律界人士也

不花時間了解《基本法》和國家《憲法》，
「學《基本法》賺不了錢，法律界很少人願
意研究」，在評論《基本法》時，就會將普
通法和大陸法的不同原則作為「衝突點」
來評論，「造成了一定程度上消極的氛圍，
也導致很多誤會產生」。

法院提請釋法源歐盟

譚惠珠舉近期因外傭居港權案引發的

人大常委會釋法的討論為例，指出特區

終審法院當年有關港人內地子女居港問

題的「吳嘉玲案」的判決，留下了灰色

地帶，要「根治」外傭和雙非嬰，即父

母均非港人但在港出生的居港權問題，

根據《基本法》第一五八條，由法院提

請人大釋法是唯一的解決途徑。

不過，有部分法律界人士聲稱，釋法

會衝擊香港的法治制度，影響香港的司

法獨立。譚惠珠坦言，香港法律界很少

人知道《基本法》第一五八條的來龍去

脈：這是按歐盟解釋所有成員國要遵守

的共同法律的共同辦法來處理的，「沒

有人批評歐盟任何一個成員國把自己的

審判獨立和最終裁判權犧牲了」。

一個主體兩種法系辦法行得通

她並強調，香港和澳門特區《基本法》
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這是採用
了歐盟等國際組織、先進國家處理一個主
體、兩種法系的辦法，是「行得通的」。

被問及香港應如何進一步貫徹落實
《基本法》時，譚惠珠提出3項建議：
一、特區政府可努力就「一國」、國家架
構和《基本法》有關中央和特區關係、
中央管理事務的法律基礎和理論，用不
同案例，廣泛而公開地研究、討論、推
廣；二、大學應多請內地法律學者到香
港教授《基本法》，「香港學者多以普通
法和港人角度來教《基本法》，缺少登堂
入室的深度」；三、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政協委員應接受各團體、界別尤其
是教育機構的邀請，講解國情和《基本
法》。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

報道組 李欣) 「香港問
題是全世界關注的，對
台灣今後的回歸有很重
要的借鑒作用，這或將
關乎中國完全統一。」

全國政協委員、天銘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長馮丹藜(小圖，鄭先耀 攝)在接受
本報記者採訪時建議有關部門，制定相
關旅遊手冊，告訴內地遊客當地的習俗
法規，監督他們遵守當地法律法規，入
鄉隨俗。

「『一國兩制』包含兩個概念，需要兩
地領導人和老百姓共同做的事情。目前
內地居民比較認可『一國』的概念，而
香港市民則更強調『兩制』， 重點不
同，兩地居民的矛盾就是產生於這種認
識上。」她解釋，內地居民到香港按照
自己的方式和習慣，並沒有考慮香港的
生活習慣和文明指數標準。

她直言，香港畢竟有自己特殊的歷史
背景，並不是香港回歸後所有香港人都
能夠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
他們並不希望打亂自己原有的生活秩
序，這個也是無可厚非的，正如已故國
家領導人、「一國兩制」總工程師鄧小
平所說的「五十年不變」。

馮丹藜表示，她願意發揮港澳委員的
作用，在各自的領域努力做事，構建兩地交流橋
樑。但她也強調，單個的人能力有限，還需要政
府做後盾，「每一次香港遇到重大問題時，偉大
的祖國都在做後盾，金融危機、SARS等很多困難
下，我們都是在祖國撐腰的情況下渡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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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在參加了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團審議會議時，強調了中央對港澳的方針政策是一脈相承的；中央講「一國兩制」，從來都是既講「一

國」，也講「兩制」。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在接受中通社訪問時指出，香

港在落實《基本法》過程中的不足之處，就是在推廣《基本法》時，「80%的時間是推廣『兩制』，不是

推廣『一國』」，令民眾對《基本法》中有關「一國」的內容認識、感受不深，建議特區政府應研究、推廣

有關的案例，及多邀請內地法律學者來港教授《基本法》等，令香港進一步貫徹落實《基本法》。

蔡冠深提案 促外交「官民並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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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選出了新一屆主席、副主席、秘書長

和常務委員。新一屆政協領導層代表領域廣泛、

年輕化趨勢明顯，有利更好地發揮人民政協作為

協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港澳政協委員作為愛

國愛港陣營的重要力量，必須堅決支持「一國兩

制」事業順利推進，勇於向一些歪風邪氣說不，

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長期執政，維護香港的

長期繁榮穩定。

政協新領導層的組成具有高度的廣泛性和代表

性，年輕化趨勢明顯。本屆當選的23名政協副主

席，非中共人士12位，分別來自民進、民革、民

盟、民建、農工黨、致公黨等不同黨派。從個人

背景和工作履歷來看，副主席的代表廣泛性更加

明顯。在民族方面，包括有多個民族的代表。還

有兩名「半邊天」的女性代表。本屆政協主席、

副主席的平均年齡，比上屆政協有所降低。新一

屆政協299位常委中，新任常委有160位，來自各

民主黨派、少數民族以及宗教界人士百餘位，女

性委員35位，港澳人士18位。這顯示，新一屆政

協領導層充分體現政協包容並蓄、團結和諧的特

點。

新當選的政協主席俞正聲謙遜地表示，對於政

協工作自己是「新兵」。事實上，俞正聲有 30多

年地方、中央部委工作的豐富履歷，是一位謙和

儒雅的學者型官員。在地方工作時，俞正聲經常

強調，「政協是一個交朋友的地方，希望委員們

講實話，如實反映基層群眾、基層幹部、各地方

的意見呼聲。」俞正聲重實幹、求直諫的個人風

格，與政協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

政議政」工作職責相輔相成，相信未來兩者之相

得益彰可期。

俞正聲日前參與政協港澳聯組討論時，向委員

提出5點希望，包括希望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

長期執政，對一些歪風邪氣發出聲音等。這5點希

望，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和指導作用。港區全國

政協委員是愛國愛港的重要力量，應該深刻領會

俞正聲講話的意義，義不容辭地擔負起增強愛國

愛港力量大團結的責任，堅定不移對「港獨」說

不，堅定不移對「癱瘓中環四部曲」說不，確保

2017年普選的行政長官是愛國愛港者，確保愛國

愛港力量在香港長期執政，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

穩定，決不能讓香港成為顛覆內地社會主義制度

的橋頭堡。

(相關新聞刊A2版)

花園街四級大火造成9人死亡案，負責調

查起火原因的署理消防處助理處長李亮

明，昨日在死因庭作供時仍表示起火原因

不明，被裁判官陳碧橋質疑是浪費時間，

推卸責任。消防處調查報告是死因研訊的

重要依據，一日未能查出火災原因，將難

以對症下藥消除安全隱患。消防處過去的

工作屢獲市民肯定，但裁判官指消防處過

去提交的報告，經常表示起火原因不明。

死因庭召開需耗用大量公帑，若消防處作

風官僚，調查工作馬虎苟且，將耽誤死因

庭的研訊工作。消防處有責任就法官的批

評向公眾作出交代。當局有需要檢討消防

處的調查工作是否有疏忽職責之處，若有

則應督促其改進，並追究有關人士的責

任。

李亮明於火災當日已應召調查大火及傷

亡嚴重的原因，但一年多後仍以警方在調

查事故是否涉及刑事為由，得出原因不明

的結論，並指市民遲了10分鐘通報火警，

導致消防延遲救援。消防處是直接處理火

災和監管執行防火條例的部門，具有最寶

貴的現場一手資料，更具備火災調查經

驗，但裁判官指消防處的調查報告「連不

懂火警的政府化驗師也不及」，這值得消防

處檢討。

事實上，多個政府部門均有參與調查事

件，各有調查重點。政府高級化驗師指不

排除因電力故障引發事故，煙囪效應造成

嚴重傷亡；機電署調查亦認為是電箱漏電

引致火警；警方則循刑事方向跟進。但消

防處作為主責消防工作的政府部門，卻未

能以消防角度提出專業觀點，到底是未有

調查，還是調查不夠認真，應作出交代。

花園街四級大火暴露許多問題，包括

排檔管理和 房違規改裝等積累多年的

監管漏洞，涉及多個部門的責任，各方

有需要向死因庭提交資料和專業意見，

有助堵塞監管漏洞。公眾期待消防處汲

取教訓，杜絕官僚作風，檢討調查方

法，盡快查明真相。當局亦應檢討各部

門處理死因庭的搜證要求，避免官僚調

查延誤死因庭工作。

(相關新聞刊A24版)

新政協領導層代表性增強 消防處須回應法官責問

A5 責任編輯：謝孟宜

2013年3月12日(星期二)

2 0 1 3兩 會

改革開放以來，香港企業在
內地特別是珠三角地區設廠，
為推動改革開放和國家經濟發
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近年廣東

省經濟面臨轉型，加上外圍環境波動，香港企業的發展
面對困難和挑戰，包括要適應勞工保障、環境保護和技
術提升的新要求，及要加強品牌建設、拓展內銷市場
等。

我們認為，國家應在政策上支持香港企業適應新形
勢、謀求新發展，這有利提高國民經濟的多樣性和抗逆
能力，也有利促進落後地區發展，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具體分析，我們認為可在四個方面協助港企面對困難和

挑戰。

籲推港與內地品牌互認合作

首先，內地市場幅員廣大，潛力優厚，但要打開品牌
的知名度並不容易，加上不同地區的市場情況各異，中
小企在營銷推廣方面困難較大。我們建議推進香港與內
地品牌的互認與合作，內地商務部門可考慮對香港一些
具有代表性的品牌認證，給予官方的認可。商務部的

《關於促進中國品牌消費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在內地
打造「品牌推介公共服務平台」，我們認為可將港澳地
區的品牌作為其中一個類別，納入推介範圍。另外，在
內地，包括邊境地區，可設立香港產品的長期展銷中

心，並為設於邊境的展銷中心提供通關便利。

倡設「港澳企業內銷保稅區」

第二，港企產品內銷，需要先繳付增值稅，資金流轉
度減低；一旦貨品沒有市場，要辦理退稅手續極之繁
複，港資中小企往往因而對內銷卻步。我們建議在內地
主要城市設立「港澳企業內銷保稅區」，容許港澳企業
可先把貨品運進保稅區，待提貨交付客戶時才繳納增值
稅，若貨品最終未能出售，企業可撤貨而不必繳納增值
稅，從而避免先交增值稅而導致的資金壓力。

減增值稅勉中小企轉型升級

第三，近年不少在內地的港資中小企嘗試轉型升級，
卻面對實際的資金困難，例如購置昂貴的新設備和機器
便需大量資金，再加上相關的關稅和增值稅，負擔沉

重，雖然部分高新科技工業進口設備可免關稅，但仍要
繳付17%增值稅。我們建議減輕中小企業為入口高新科
技工業設備而支付增值稅的負擔。

滯後地區設工業園吸傳統產業

最後，由於廣東經濟發展漸趨成熟，加上生產成本急
漲，部分仍然依賴低成本競爭的傳統產業除了遷離珠三
角，難有出路，因此有需要，也值得探討在內地其他地
區，特別是經濟發展相對滯後的地區，設立工業園區，
吸納這些傳統產業。兩地政府與香港企業界可共同研究
規劃，在內地待發展地區設立向港資企業提供政策優惠
的工業園，讓港商專擅的一些傳統工業得以繼續營運，
並推動當地經濟發展。在發展有關工業園時，應容許港
企參與園區內的物流、倉儲等後勤支援業務，確保配套
完善。

四方面扶港企 促經濟多樣性創就業

民建聯提案

■譚惠珠認為，香港落實基本法時存

在不足，百分之八十的時間在推廣

「兩制」，不是推廣「一國」。 中通社

■蔡冠深提

案建議中央

政府應更重

視 民 間 外

交，實現外

交「官民並

舉」。

資料圖片

有 緣 相 聚
昨日下午，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第四次全體

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選舉產生新一屆政
協領導人。前排左起：王國強、王樹成、王貴
國，及後排左起：王惠貞、王敏賢、王 鳴在會場
合影。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