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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領導小組須由最高領導層掛帥

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代領導人吹響了中國新一輪

改革的進軍號。然而，中國處於社會急劇轉型、各種矛

盾疊加的發展關鍵節點，推進改革的困難較之以往更加

艱巨複雜。如今的改革不僅僅是經濟改革，更是一個全

面系統的工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

多方面，可謂牽一髮動全身，必須要有一個高規格、高

層次的統籌協調、權威機構，才能突破利益固化的藩

籬，攻克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保證改革取得重大突

破。成立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小組，標誌 中央對改革

的高度重視和堅定決心，成為此次全會最為耀眼的亮點

之一。這個領導小組須由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層親自掛

帥，擔任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強力推進改革，

才能做到敢於啃硬骨頭，敢於闖關涉險，戰勝深化改革

遭到的複雜困難和艱巨挑戰。

二、激活民資民企助推經濟增長

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目標之一，是為經濟發展釋放持

續動力。三中全會強調市場將發揮決定資源的作用。此

輪深化改革能否成功，最重要的還是要規範政府的職

能，不該管的要堅決不管，該管的要堅定不移的管好、

管出水平。毋庸諱言，以往行政部門、國有企業佔據壟

斷資源和地位，壓縮了民企的市場和空間，經濟發展的

弊端日益突出。35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農民個

人承包制、城市個體戶的改革，喚起經濟的勃勃生機。

如今中央啟動「二次改革」，加快結構轉型、優化增長

模式，同樣應出台更大力度的改革政策，激發民間資本

活力，給新經濟更大發展空間，為民企發展開門清路，

包括為港資在內的外資提供更好的發展環境，也將使改

革推進、經濟發展更加順利。

三、反腐須財產公開制度先行

腐敗是當前民眾最關注的問題。官員腐敗問題不解

決，新一輪的改革不可能成功。習近平總書記在上任之

初提到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如今這句話寫進

了全會公報，也是給全黨敲醒警鐘，彰顯中央懲治腐敗

的決心，更加關注「制度防腐」，嚴格規範權力運行，

讓它在陽光下運行，把它關在制度的籠子裡。

不過，反腐不能靠搞運動，運動過後一切照舊，只

會失去民心，「亡黨亡國」。內地應該借鏡香港反貪

倡廉的成功經驗，建立行之有效的反貪常態化制度。

在這裡，本人要特別提出，反腐必須財產公開制度先

行。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官員財產公開是民心所

向，是基本制度，也是基礎制度。道理很簡單，如果

連財產都不公開，連子女就業情況公眾都不知道，拿

什麼證明自己「廉潔」？從刑法上講，無罪推定是原

則，但評價官員是否清廉，不能僅以「未發現腐敗行

為」為標準，在公眾未知情時有理由進行合理懷疑。

同樣，很多國家的經驗也證明，越公開、收入透明度

越高的地方，越穩定。當然，財產公開需要一個過

程，但不是技術問題，立法更不是難點，而是決心問

題，不妨從健全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入手，逐漸過渡到

官員財產公開。而

且內地部分地區已

經設有官員財產公

示的試點，應該通

過積累經驗，形成

常規制度向全國推

廣，再配合相應的

約束權力、加強監督的機制，構成反貪的有效之策、

長久之策。

四、重視政協作用 莫做政治花瓶

政協作為中國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決策

科學化、民主化的重要環節。政協委員絕大部分都是中

高級知識分子和包括工商界在內的不同界別的代表人

物，能夠提出真知灼見，反映各界別的民意。可惜，現

在的政協地位，有人形容為「尷尬的政治花瓶」，這方

面的意見值得重視。事實上，全國政協每年只開一次全

體會議，政協常委每年也只是開幾次會，讓人感覺作用

不大。

三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

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今後，政協本

身的參政功能須加強，政協會議作出的決議須對政府的

決策發揮實質性的影響。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應按照

全會的要求，把政協的政治協商納入黨委、政府的決策

程序，將政協提出的意見建議作為黨委、政府決策的重

要來源，讓政協委員會更積極參政議政，為國家發展和

推動改革大計出謀獻策，作出更大貢獻。

三中全會提出，到2020年，國家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令人鼓舞。不過，中國國情複雜，利

益交錯，新一輪改革面對巨大的不易克服的困難，將會遭遇既得利益集團強大阻力，必須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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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敢下真功夫敢啃硬骨頭 才能決勝2020
盧文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盧文端

「末代港督」彭定康日前接受《華爾
街日報》專訪時，稱「香港現在唯一
缺乏的就是選舉自己政府的權利，這
種權利遲早會有」，「想要阻擋這種趨
勢將是白費力氣」云云。外交部駐港
公署發言人重申，堅決反對外國人士

就香港政制發展說三道四、指手畫腳。
肥彭被稱為歐洲政壇的鼠竊狗偷之輩，他靠踩 戴

卓爾夫人的背脊上位。肥彭本是戴卓爾夫人一手提
拔，由保守黨研究部的一個研究主任，當到海外發展
部長，然後晉身內閣，成為環境部大臣。彭定康卻暗
中與馬卓安結盟，逼迫戴卓爾夫人下台，不久首相大

選，馬卓安贏了，肥彭的國會議席卻輸了。於是馬卓
安給了他一個「末代港督」的肥缺。
英國殖民統治香港150多年，港人一直被剝奪了選舉

自己政府的權利，而這種權利是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才
有的。肥彭就是剝奪港人選舉自己政府權利的第二十
八任即最後一個殖民獨裁港督，但他公然信口雌黃，
顛倒黑白，可見此君臉皮之厚。
去年英國廣播公司BBC已故主持人薩維爾鬧得沸沸

揚揚的性侵事件，肥彭作為BBC的上級部門英國廣播

公司信託基金主席，搞到一身騷，他被指控阻礙調查
進展，有違職業操守。肥彭今年7月17日證實，他將於
2015年卸任，不爭取連任。到2015年卸任時，肥彭將
是71歲。肥彭仕途生涯漸趨暗淡枯寂，而且年齡也不
饒人，但他老人家卻不甘寂寞，對香港政制發展說三
道四、指手畫腳，意在爭取若干曝光率。但他這樣做
是自私的，因為對祖家不好，而英國首相卡梅倫即將
訪華修補中英關係，彭定康只顧為自己爭取曝光，卻
不顧中英關係大局。

柳頤衡肥彭不甘寂寞指手畫腳

特首向中央負責
擁護憲法應有之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日
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近日獲香港城
市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他昨應
邀出席城大講座擔任主講嘉賓。他
致辭時兩次為日軍侵華暴行道歉，
並認為即使國家處於戰爭時期這些
暴行也不可接受；而作為日本平
民，他有義務為此向中國人民致
歉。
鳩山由紀夫昨日出席城大傑出講

座系列，擔任主講嘉賓，並以「東
亞共同體前景之我見」為題，以英
語發言，先後兩次為日軍侵華的暴
行道歉。鳩山道歉後，現場響起一
片掌聲，中斷了他的致辭。

一人被殺也不可接受

他表示，曾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參觀，親身面對眾多歷史事實，從
照片看到日軍在城內殺害無辜平
民，也讀到日本媒體在當時如何讚
揚這些暴行。他說：「因此，作為

日本平民，我想再次表達歉意。」他認為，就
算只有一個中國人被日軍殘殺，日方也不能以
國家處於戰爭時期為藉口，這些暴行就算在戰
時也不可接受；又指日本有責任宣佈永久中止
戰爭，以澄清國際間的爭論，並向全球宣揚非
軍國主義。

身兼新界青聯發展基金
會主席及副主席的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陳 鑌及何俊賢，昨日在立法會
「冷巷」向議員募捐。原來新界青聯舉辦了一
個名為「赤腳仁心2013」的慈善活動，計劃協
助粵北貧困農村改善醫療設施。陳 鑌表示，
目標是希望籌得40萬元，至今在立法會外約籌
得一半善款，立法會內暫時已獲得黨友李慧
、鍾樹根、葛珮帆「認頭」，而旅遊界議員

姚思榮亦表示支持。

陳 鑌何俊賢冀蒐40萬

陳 鑌指，在當地辦一間醫療所約需10萬
元，希望能籌得40萬元為當地興建4間醫療
所。他續說，計劃除募捐善款外，亦希望款項
可用得其所，故現時已籌劃於明年春，帶領40
名年青人前往粵北貧困農村，改善當地醫醫療
衛生站的環境，如翻髹牆身及修補道路等工
作。另外，該會在下月1日將舉辦義賣籌款活
動，由一班小朋友及家長組成的「小義工」為
活動籌款，食物及 生局局長高永文亦會出席
主禮。除了籌款，陳 鑌表示，希望下一代更
懂得關顧身邊不同的人，及了解醫療 生的重
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洛昨日在立法會上提出質詢，
要求政府交代有否就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在參選前

宣誓效忠國家憲法的建議，進行內部討論和相關的研究，
並指如有其他價值觀人士參選，會否因宣誓效忠憲法的要
求而被排除。民主黨議員何俊仁則問及參選前擁護國家憲
法的誓詞和上任前擁護《基本法》的誓詞會否出現差異。
譚志源在回應時表示，政府已成立「政改諮詢專責小

組」，並爭取於年底左右，發出諮詢文件，現階段沒有既
定方案，對於是否實行先宣誓後參選的做法，最終會和
其他意見一併考慮，目前不會就任何具體方案或建議作
出評論。
不過，他強調，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建基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特區政府長官要按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辦事，也要擁護憲法和執行
《基本法》，這符合憲制秩序和政治倫理，是一個事實，無
論是否以法律形式規定，都是理所當然，應有之義。

符憲制秩序政治倫理

譚志源引述了《基本法》序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
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指出香港特
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憲制地位
在《基本法》第一條已有明確規定。

基本法訂明特首權責

同時，《基本法》第十二條亦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
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
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四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
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
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第四十五條規定，
行政長官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第
四十八條亦規定，行政長官領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
責執行《基本法》和依照《基本法》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其他法律，並須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基本法》規定
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以及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處
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他事務等。
譚志源強調，從《基本法》的條文可見，行政長官的憲制

地位非常重要，既是特區行政機關的首長，更是特別行政區
的首長，根據《基本法》向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負責。故此，行政長官擁護國家憲法不存疑問，《基本法》
有關「一國兩制」的方針亦規定本港可保持原有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多個不
同黨派昨日與特首梁振英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會
面，表達對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意見。經民
聯在會面後表示，會上表達了對中產向下流及中
小企營商環境的關注等，冀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
案有具體回應。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君彥、林健鋒、梁美芬及

盧偉國等，昨早與梁振英及曾俊華會面。主席梁
君彥於會面後指出，他們提出「推動社會向上流
動」為主軸共逾200項的建議，主要 墨於擴大中
產比例、鼓勵創意、加強競爭，及綠色基建等方
面，冀特區政府能為未來創造更多的發展機遇。
梁君彥又說，該黨過去3個多月，和工商界、

專業及地區人士會面，收集了不同意見，認為本
港中產現時出現「向下流動」隱憂，故促請政府
盡快制訂可行政策，在10年內擴大中產比例至五
成或以上。他又建議，財政預算案可增設住屋開
支、供養子女及醫療等方面的免稅額，減輕中產
負擔。
經民聯強調，建議促請政府為中小企業提供更

多有利的營商條件，推動經濟多元發展，期望在
來年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中，研究增設中小企

免稅額、為盈利少於300萬元的中小企訂立較低
的利得稅率，及提供企業研發資金3倍扣稅等。

倡資助傑出生交流實習

經民聯又建議成立4億元獎學金計劃，資助
1,000名傑出學生就讀本地專上院校，並安排海外
交流及實習機會；注資20億元成立「青年創業園」
基金。副主席林健鋒補充指，政府要提供完整的
支援青年計劃，而上述兩個計劃的重點則在於加
強工商界參與的角色，經民聯亦可發揮在工商界
的橋樑作用，推動政府、學界和企業支援青年。

林大輝問「派糖」未獲回應

另外，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則在會面後
稱，澳門政府最新發表的施政報告「派糖」，故
在會上問及特首會否參考澳門，不過就沒有獲得
正面回應。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就提出免費電
視發牌的問題。醫學界議員梁家騮說，建議政府
解散醫管局，重整醫療服務，讓醫療系統更有效
率。民協議員馮檢基稱，在會上建議成立「雙普
選委員會」，成員可包括中央政府以及特區政府
官員，還有政黨和民間代表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今日下午與特首梁振英
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會面。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於昨日預告，他
們會提出民建聯「廿四味」，涉及多個政策範疇共24項的建議。
譚耀宗昨日表示，民建聯在今天下午3時與梁振英及曾俊

華會面時，會對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提出「廿四味」期
望，即一共24項涉及各範疇的期望。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
人葉國謙則形容，該20多個建議是「苦口良藥」。
在教育方面，民建聯要求保障本地幼兒就近入學、盡快落

實15年免費教育等；社會福利方面，提出設立退休保障養老
金方案、增設生果金「福建計劃」等；規劃及土地用途上，
民建聯促請當局加快增建公營房屋、積極參與前海及南沙發
展等。同時，民建聯亦期望政府落實政改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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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早前有建議指2017年普選產生行政長官時，應規定任何人須先宣誓擁護國

家憲法，才獲准成為行政長官選舉的候選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表示，政府暫不會就任何政改

建議作任何評論，但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行政長官既是特區行政機關的首長，更是特別行政

區的首長，根據《基本法》向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這符合憲制秩序和政治倫理，是一個

事實，無論是否以法律形式規定，都是應有之義，不存在宣誓擁護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出現差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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