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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冀香港抓好經濟落實普選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到北京述職。李克強
總理和張德江委員長分別會見了梁特首。李
總理的講話表明，發展經濟是香港的頭等大
事，中央希望香港把握國家深化改革開放的
機遇，搞好經濟，為改善民生、促進和諧、
推動民主創造有利條件。張委員長的講話再
次顯示，中央真心誠意希望香港依法落實普
選，只要港人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有關決定的規定，理性探討、求同存異，普
選就能水到渠成。
李克強總理指出，過去一年，世界經濟
復甦艱難曲折，但香港經濟能保持溫和增
長，失業率處於低位，實屬不易。他又
指，內地深化改革開放，對香港是機遇，
國家會借鑑香港的經驗，希望特區政府能
抓緊機遇。李總理的講話，提醒港人須重
視抓住國家發展的機遇，搞好香港經濟。
香港特區政府和各界要高度重視外圍經濟
的複雜性，必須未雨綢繆作好準備。香港
社會需明白，經濟乃改善民生、推動民
主、促進和諧的基礎，任何時候都要把發
展經濟作為首要工作，討論政改、落實普
選不能忽略發展經濟，更不能成為干擾發

展經濟的阻力。一旦經濟停滯不前，各種
矛盾會更趨激烈突出，社會發展更加舉步
維艱。
政改工作也是梁振英此次述職的重點之
一。張委員長重申，中央對香港的政改是
「真心實意」的，希望特區政府能夠順利
完成有關的諮詢工作，做好「五步曲」，
在 2017 年達到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目
標。近期，中央領導人及有關部門負責人
的表態都充分顯示，中央對香港落實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決心和誠意是毋庸置疑
的。政改成敗關鍵取決於香港各界能否遵
循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正軌，尋求共識方
案，令政改順利通過。
近日有意見提出，中央有意將述職制度
化。特首向中央負責是基本法規定的憲制
責任，述職是特首向中央負責的重要體
現，亦是中央考察和評價特首表現、掌握
特區發展狀況的有效途徑。特首述職制度
化，有利強化「一國兩制」下特首對中央
負責，有利增強兩地互動，有助展開更密
切的合作，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相關新聞刊A4版）

終院判決對福利影響不可低估
一名內地來港婦人居港未滿 7 年申領綜援被拒，
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獲判勝訴。終院裁決申領綜援
須居港 7 年的規定違憲，引起社會極大關注。雖然
香港社會主流意見並不反對用公帑照顧有困難的新
移民，但由於稅基狹窄，社會擔心判決對綜援以至
公屋及其他福利的長遠影響，本港目前的稅制能否
承擔。政府應盡快全面評估判決對各方面政策產生
的影響，作出妥善應對。社會也不應因此案判決而
引起對新移民的歧視。
由 2004 年至今，政府曾拒絕約 2 萬宗來港未滿 7
年人士的綜援申請，同時期社會福利署長行使酌情
權，共批准了約 1.4 萬宗來港未滿 7 年人士的綜援
申請。因此，限 7 年方可領綜援的政策並非鐵板一
塊。今次案件當事人申領綜援被拒的個案，當局行
使酌情權是否恰當是一個問題，但終院裁決指限 7
年方可領綜援屬違憲則是一個更大的問題。事實
上，終院判決將當局酌情處理有關綜援申領，變成
了居港未滿 7 年的新移民一刀切可申領綜援，這判
決牽連甚廣，將對綜援、公屋及其他社會福利產生
長遠影響。
社署表示，限 7 年方可領綜援這項政策的原意，
是為了令福利政策能長遠維持。但終院稱，社署的
修訂只是為了省錢，但其實節省的資源並不多。代

表上訴人的資深大律師早前援引數據指，1999 年
至 2002 年，新移民申領綜援的比率不過是一成
五，但永久居民申領個案則佔八成五。但是，難以
按照過去及目前情況，判斷裁決對未來的影響。例
如，2001 年終院裁決莊豐源案時指，回歸 34 個月
以來，只有 1900 多名雙非兒童來港。然而，目前
雙非兒童已達 20 多萬人，對本港的教育資源、社
會福利和人口政策帶來沉重壓力。因此，對終院今
次判決的影響，也要從連鎖性和長遠性來評估。
回歸前，社署限制單程證來港者在居港一年後就
可獲綜援。及至 2004 年，當局以行政措施，將限
制修改為住滿 7 年才可申請。終院指政府的修訂並
未經過法院或立法機構審議，此案是否有追溯力，
也涉及由2004年至今政府曾拒絕約2萬宗來港未滿
7年人士的綜援申請個案，令人關注。
終院今次裁決不止影響綜援。政府福利政策一向
將永久居民和非永久居民分開。終院判決會否導致
所有涉及居港滿 7 年要求的服務和福利政策都要改
變，值得關注。如果申請公屋須居港 7 年的資格也
要改變，將大大增加興建公屋的壓力，申請公屋的
輪候時間也將大大延長。政府應盡快全面評估，妥
善應對。
（相關新聞刊A1、A2版）

總理挺港 籲抓機遇
指國際經濟環境複雜多變 中央全力做好「三凡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斯昕 北京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下午在中南
海會見了赴京述職的特首梁振英。李克強總理充分肯定了特區政府的經濟及民
生工作，並強調中央政府會全力做好「三個凡是」
，「凡是有利於增加香港同
胞福祉的事；凡是有利於推進和深化內地與香港合作的事；也就是說，凡是有
利於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事，中央政府都會全力去做」
。國家目前正在全面深
化改革，過程中會繼續借鑑香港的一些經驗，這對香港來說也是機遇，並寄語
特區政府抓緊機遇、應對挑戰，在國際經濟環境複雜多變的形勢下，作為高度
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努力保持競爭力：「我們希望香港好，我對香港未來充滿
信心！」

梁 華、港澳辦及駐京辦官員陪同下，到

振英昨日上午約9時在特首辦主任邱騰

人民大會堂與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會面約
個半小時（相關新聞刊A5版）。同日下午，
李克強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了梁振英，
聽取他對香港當前形勢和特區政府工作情況
的匯報。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楊晶、國
務委員楊潔篪、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參加了會面。

讚港經濟增長失業率低
在會面開始時，李克強總理主動趨前並與梁
振英及隨行官員逐一握手問好，「很高興和梁
先生再次見面。又近歲末⋯⋯」他隨後發表
了簡短講話，讚揚香港在過去一年來，在世
界經濟復甦艱難曲折的大背景下，經濟保持
溫和增長，失業率處於低位，實屬不易。
他說，中央政府會繼續按照「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照基
本法，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依法施
政，同時也會進一步擴大內地對香港的開放
合作，充分發揮香港在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和
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中的獨特作用。

借鑑港經驗推深化改革
李克強總理指出，國家目前正在全面深化
改革，經貿擴大開放，隨 中國共產黨十八
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決定的貫徹落
實，國家的前景將更加光明，也會給香港的
發展帶來更大機遇；在這個過程當中，也繼
續借鑑香港的一些經驗及做法，相信這對內
地與香港都有利，這對香港也是機遇，「希
望特區政府抓緊機遇、應對挑戰。在國際經
濟環境複雜多變的情勢下，作為香港這個高
度自由開放的經濟體，要努力去保持競爭
力。我們希望香港好。我對香港未來也充滿
信心」
。

全力增港人福祉促合作
他強調說，中央政府會全力做好「三個凡
是」，「我講過：凡是有利於增加香港同胞
福祉的事；凡是有利於推進和深化內地與香
港合作的事；也就是說，凡是有利於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的事，中央政府都會全力去
做」，希望香港特區政府抓住機遇，積極應
對挑戰，努力確保經濟金融大局穩定，更好
參與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使
香港在激烈的競爭中繼續保持領先地位。
梁振英隨後向李克強總理匯報，指過去一
年，香港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經濟有了較好
的增長，就業情況有好轉；特區政府在扶貧安
老方面也加大力度；房價、租金也基本穩定
下來，使得各個民生問題得到初步緩解。放
眼未來，特區政府一定會用好國家給香港的
政策，用好國家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良好
機遇，一方面為香港持續發展取得更大動
力，同時也為國家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會後，梁振英表示，特區政府有關經濟及
民生施政獲中央肯定及期許，自己並在會上
向李克強總理提出請中央政府繼續支持香港
有關經濟發展的想法，如涉及CEPA、服務
貿易基本自由化、金融業以至其他發展等，
而李克強總理在會上特別提醒，特區政府及
香港社會要注意外部金融環境可能出現的變
化對香港經濟發展及金融業造成的影響，並
提醒特區政府對這個問題要有充分的準備，
倘香港經濟出問題，中央願大力支持特區發
展及穩定經濟。
梁振英今日會向國家主席習近平匯報香港
經濟、民生、政治等範疇的最新發展，並於
同日拜會商務部等財經部門，晚上則會在駐
京辦接待在京港人。明日，他將與國務院港
澳辦主任王光亞會面，及拜訪發改委等多個
部委，並於晚上啟程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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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斯昕 北京報道）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昨日在會見特首梁振英時，指中共十八屆三中全
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決定的貫徹落實，將為香港的發展
帶來更大機遇。梁振英昨日在會見記者時強調，香港是
國家最國際化、最開放、體量最大的金融中心，應該用
好國家完善金融體系帶來的機遇，同時積極參與、共同
謀劃國家金融貿易區的發展，作出香港應有的貢獻，最
終達致互惠互利。

共同謀劃 互惠互利
梁振英昨日在總結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面的記者
會上，被問到香港如何配合中共三中全會要求全面深

化改革。他說，三中全會的決定，對整個國家，包括
香港未來發展都有相當大的影響：一、決定提到要完
善金融體系改革，而香港作為國家最國際化、最開
放、體量最大的金融中心，香港應該用好國家完善金
融體系帶來的機遇，並作出應有的貢獻；二、決定同
時提到金融貿易區發展，正如特區政府過去多次公開
表達的立場，香港會積極參與及共同謀劃，最終做到
互惠互利。
他透露，特區政府十分重視三中全會的決定，故已經
舉辦了一場學習會，並邀請了中央有關的專家來港講
解，及邀請了跟經濟策略發展有關的委員會委員參加，
盼望抓緊香港的發展機遇。

3局長今同抵京會中央部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
府3名問責局長，包括負責跨境基建
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負責
金融發展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陳家強，和負責經貿發展的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今日赴京，
會合正在北京述職的特首梁振英，
出席與中央相關部委的會面。
政府昨日下午先發布了蘇錦樑今
日上京陪同梁振英述職期間，出席
與中央相關部委會面的消息，傳媒

即在梁振英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
面後的記者會上提問，指類似的安
排罕見，又質疑是否與免費電視發
牌事件有關。梁振英指出，用好國
家給予香港的支持，用好國家深化
改革、擴大開放的良好勢頭，香港
的經濟發展速度可更快，利用較高
和持續發展的經濟速度，民生便可
改善，這是政府一直以來秉持的信
念，故自己每次上京都會涉及不少
和香港經濟發展以至和商務有關的

會面和內容。
他續說，蘇錦樑無論單獨或和他
共同上京會見有關部委的負責人並
非第一次，對方是次上京，和發展
香港的商貿活動有關，和免費電視
發牌事件則絕對無關。
其後，政府分別公布了張炳良及
陳家強亦會於今日赴京的消息。
蘇錦樑昨晚在出席經民聯周年晚宴
回應說，自己是次上京商討經貿問題
早已安排，但因希望於港台新廣播大
樓興建一事多與議員接觸，所以「遲
了2天才上京」
。他表示在京期間，並
沒有打算談及免費電視發牌事件。

籲澳門 眼長遠經濟多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柯景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 第三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推動中葡經貿合作服務
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來京述職的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 平台的建設取得新進展。
李克強總理指出，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和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他續說，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和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將為澳門
將為澳門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希望澳門社會各界立足當前， 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中央政府將繼續堅持「一國兩制」、
眼長遠，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化，推動經濟社會平穩可持續發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全力支
展，努力提高發展品質和綜合實力，把澳門建設得更加美好， 持崔世安和澳門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他希望澳門社會各界立足
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做出新的貢獻。
當前， 眼長遠，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化，推動經濟社會平穩可
持續發展，努力提高發展品質和綜合實力，把澳門建設得更加
讚推中葡經貿合作取進展
美好，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做出新的貢獻。國
李克強總理昨日聽取了崔世安對澳門當前形勢和澳門特區政 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楊晶、國務委員楊潔篪等參加會見。
府一年來工作情況的匯報。李克強總理表示，當前澳門發展的
另外，崔世安在京期間亦會與外交部及國家旅遊局舉行工作
總體形勢是好的；澳門特區政府穩健施政，大力發展經濟、改 會議，聽取有關部委對明年舉行的APEC旅遊部長會議的籌辦
善民生，推進各項事業建設，取得積極成效，不久前成功舉辦 的意見，以全力配合做好籌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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