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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代政協
籲把握經濟機遇

影迷CY籲港人挺本地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在今年施政報告

中指出，政府會致力提升創意產業，包括電影業的整體競爭
力。他昨日在網誌中表示，電影《一代宗師》能夠入圍奧斯卡
並獲得提名，已肯定了本港電影水平，為華語電影進一步發展
國際市場打下強心針。他強調政府會繼續支持本港電影的持續
發展，又希望本港市民平常到戲院多欣賞本地作品，共同為本
港電影加油打氣。
本港導演王家衛執導的《一代宗師》入圍奧斯卡，競逐最佳攝

影獎及最佳服裝設計獎，可惜最終飲恨。梁振英昨日發表題為
〈為香港電影打氣〉的網誌，直言自己和太太一向熱愛電影，尤
其今年王家衛執導的《一代宗師》獲提名競逐「最佳攝影」和
「最佳服裝設計」兩項大獎，故一家人特別留意有關新聞。

讚《宗師》助華語戲邁國際
他讚揚，王家衛的電影如《阿飛正傳》、《花樣年華》，令
大家印象難忘；在面對今屆十分激烈的競爭和強勁對手，《一
代宗師》最終雖然沒有獲獎，但能夠入圍奧斯卡如此重要的國
際電影舞台，既肯定了本港電影的水平，同時也為華語電影進
一步發展國際市場打下強心針。
梁振英感謝一代又一代電影人的無私耕耘和努力，今天的成

績有目共睹，未來誠如王家衛寄語：「這條路我們都要繼續走
下去，也希望能與更多華語電影一起共同努力。」他強調政府
會繼續透過多渠道支持本港電影持續發展，也希望本港市民平
常到戲院多欣賞本地作品，共同為本港電影加油打氣。

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昨日開幕，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作其任內首份政府工作報告。新一
屆中央政府上任以來，以創新的改革思路，取
得全面亮麗的成績，經濟穩中向好，有力穩定
人心。新的政府工作報告，展示了中央堅定果
斷推動改革的決心和氣概。國家新一年的施政
重點，是以改革激發市場活力和內生動力，促
進經濟穩定增長，同時加強廉政建設，大力改
善民生，織牢民生安全網，彰顯新一屆中央政
府深化改革、知難而進、以民為本的施政理
念。

新一屆中央政府去年全面接班，中國經濟
「硬陸」的聲音在國際上一度甚囂塵上。中
央政府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
政策，不採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擴大赤字，不
超發貨幣，沉應對市場短期波動，確保了經
濟增長達到7.5%的既定目標，取得難能可貴的
成績。李克強總理提出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
要目標：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5%左右，居民消
費價格漲幅控制在 3.5%左右，城鎮新增就業
1000萬人以上。這亦劃定了經濟增長的合理區
間。要成功達至這一目標，中央政府將透過調
結構、促改革來實現。改革正是今年政府工作
的首要任務，首當其衝的是進一步簡政放權，

取消或簡化各種行政審批，以自我革命釋放更
多改革紅利，激發市場活力和內生動力，推動
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對改善民生亦墨頗多，
多項部署都涉及民生保障，住房、醫療、社
保、教育、食品安全、大氣污染治理等熱點難
點問題，均獲得政府更多回應。改善民生才是
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政府工作報告重視關顧
民生，回應人民迫切訴求，織牢「保基本、兜
底線」的民生安全網，體現出新一屆中央領導
集體務實有為的特點，更反映中央體察民間疾
苦、切實解決人民最關心問題的作風，讓人民
對政府和未來更有信心。

反腐歷來都是海外最關注的問題之一。李克
強總理承諾，實施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所有
財政撥款的「三公」經費都要公開，打造陽光
財政，讓群眾看明白、能監督。這意味政務
公開正在越來越深入，有利糾正官場的不正之
風。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進一步擴大內地與港澳合
作，促進港澳自身競爭力提升。在國家全面深
化改革和現代化進程中，必將為香港創造新的
機遇，香港應充分把握機遇，在新形勢下取得
進一步發展，全面提升競爭力。

政府工作報告展示深化改革決心
法庭裁定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去年參與元旦

遊行之後，繼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遊行罪
名成立，罰款6,000元。雖然此次裁決較之前
其他同類案件處罰較輕，但仍然明確了非法
集結罪成。法庭判決清楚表明，無論什麼
人，也無論政治理念是什麼，以激烈行動大
規模破壞法治，就須承擔刑責。這對以激烈
行動大規模破壞法治的「佔領中環」，仍然
是一個警示。

去年元旦，陳偉業參與民陣發起的遊行到中
環禮賓府東閘時，要求警方准許他和其他示威
者組成人鏈包圍禮賓府，但遭拒絕，之後與其
他示威者繼續在中環遊行，造成皇后大道中交
通嚴重阻塞。法庭裁定陳偉業非法集結罪成。
陳偉業作為立法會議員，知法犯法，除了受到
法庭處罰外，還需受到社會輿論譴責。

實際上，陳偉業是以待罪之身再次犯法。
陳偉業及黃毓民在2011年7月1日遊行期間，
非法組織遊行及衝擊警方防線，2013年5月21
日被法庭分別判囚6周和5周，獲准緩刑14個
月及 12 個月，罰款 4,800 元。裁判官杜浩成
指，沒有人可以凌駕法律，無論政治理念是
什麼，以激烈行動大規模破壞法治是不可取
的，對社會議題有強烈意見的人，犯法也要

負上刑責。
極少數立法會議員屢次以激烈行動大規模

破壞法治，而且每次都以各種各樣的政治理
念作為「免罪金牌」。但是，無論政治理念
是什麼，都應該守法。如果政治理念可以作
為「免罪金牌」，套用一句名言，就是「理
念，理念，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佔中」行動計劃通過公開的、大規模的
非法集結，造成令中環癱瘓的後果，將會嚴
重破壞法治和社會秩序。從法律上看，參
與、組織「佔領中環」涉嫌觸犯管制遊行集
會的多項罪行，「佔中」可能導致出現暴力
犯罪，或將會出現鬥毆、襲擊他人，襲擊、
抗拒或故意阻撓警方執行職務，意圖抗拒合
法拘捕或扣留而襲擊他人等等。上述行為都
涉嫌構成犯罪。「佔中」行動所謂「爭取真
普選」的理念，並不能作為「免罪金牌」。

香港是個法治社會，如果容許一些人為了
政治訴求挑戰法律底線的話，可以說是後患
無窮。少數議員不僅在立法會大搞議會暴
力，而且在社會上煽動暴民政治，屢次以激
烈行動大規模破壞法治，這種知法犯法、屢
犯不改的人，怎麼可以當議員呢？

（相關新聞刊A6版）

法庭判罰陳偉業 警示「佔領中環」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黃偉漢、陳嘉洛、林舒婕、劉凝哲、

茅建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發表任內首份政府工作報告，強調以

深化改革為強大動力，進一步擴大內地與港澳合作，促進港澳自身競

爭力，明言在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和現代化進程中，香港、澳門一定會

實現更好發展。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香港委員均表示，

總理的工作報告內容平實、目標明確，香港應把握好內地深化改革帶

來的經濟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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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林舒婕、黃偉漢）正
在北京的特首梁振英昨午到港澳辦，與港澳辦主任王
光亞會面近2個小時。同日，梁振英也前往國家海洋
局與局長劉賜貴會面，就雙方關注的議題交換意見。

陳家強蘇錦樑等陪同
梁振英昨日在人民大會堂列席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

二次會議開幕式後，於3時40分左右抵達港澳辦，港
澳辦副主任徐澤在大樓外迎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
長陳家強、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等也參與了
會面。會面持續到下午5時30分。會面結束後，梁振
英並未留步接受訪問，也未見王光亞步出港澳辦大
樓。

訪海洋局謝長期支持
在到港澳辦前，梁振英前往國家海洋局與劉賜貴會

面。他在會面中表示，香港這個城市跟國家很多城市
不一樣，應該算是一個海洋城市，三面環海，香港島
更是一個海島，在本港1,100平方公里土地的面積
裡，有些海域面積坐船大概半個小時，已經到了本港
海域以外的地方。他指出，不管是國家領海或國際海
域，海洋對本港來說非常重要，故他代表特區政府感
謝國家海洋局對本港工作的長期支持。
他又說，上任後每次到北京都期望能夠拜會各個中

央部委和其他機關，但現在還沒走遍，他會來北京的
次數也不是很多。劉賜貴則表示，今次是梁振英首次
到訪國家海洋局，為此感到高興。
梁振英今日會繼續與不同中央部委會面，明日返

港。

捱冷風「想」霧霾
特首梁振英與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的會晤是「兩會」

中的「重頭戲」之一，由於行程不對傳媒開放，眾多
記者一如既往在港澳辦大門口等候。
昨日北京天氣晴好，大風吹散霧霾，令空氣清新，

但卻苦了一班記者，等了2個多小時，大風吹面，個
個都凍得哆哆嗦嗦。一家電視台記者一邊擦着鼻水一
邊說道：「好想念無風的霧霾
天！」同行聽罷，都露出僵硬
又無奈的笑容。

■兩會報道組 林舒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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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
商聯副主席陳經緯表示，李克強在

工作報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和現代化進
程中，本港定有更好發展，顯示中央政
府對本港的重視。他希望本港與內地加
強合作，本港可利用國際化優先和專業
人才，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締造
互利共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盧瑞安稱
讚報告內容十分正面，指本港與內地關
係越來越密切，特別是金融、旅遊等行
業，認為內地機會無限，本港應把握好
祖國全面深化改革帶來的機遇。

「讓失信者寸步難行」深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表示，全面
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報告中提到的開放
政策，其中一個關鍵環節是政府、機
構、企業如何建立誠信的問題；中央政
府推動全面深化改革措施，就是要面對
國際各方面的期待，政府和企業在國際
上有誠信很重要，要讓全世界看到中國
是一個守法國家，是一個誠信國家。他
指「讓失信者寸步難行」表述，令人印
象深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滬港經濟發展協

會會長姚祖輝指出，報告重點在於探討
國家經濟發展情況，尤其是預計2014年
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失業率都會
提高，他會特別重視國家如何在這兩方
面做好科技政策和出口政策。

可助內地拓服務業專業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則指，李克
強提到在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和現代化進
程中，港澳定會實現更好發展，對本港
經濟發展絕對是一件好事。他認為從另
一角度演繹，內地現時發展服務業和專
業，而本港的強項正正就在這兩方面，
故中央政府希望本港貢獻更多，對內地
發展有很大意義；而國家經濟的升級轉
型對就業率很重要，亦為本港帶來向上
提升的機會。
他坦言，「國家的發展給香港帶來很
多機會，但是競爭是永遠存在的，不進
則退」，又認為中央自回歸以來給本港
很多好的政策和支持，但本港沒有充分
利用，各界應該為全港700萬人的福祉做
多些實事，並利用好內地的資源，提高
香港自身競爭力。「我覺得香港已經喪
失了很多機會，如果再不把握就會越偏
越遠。」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

會理事長蔡毅指出，是次報告非常務

實，報告提及「解決」一詞30多次，範
圍之廣，層次之深，體現新一屆政府着
力處理解決問題，做好政府工作的決
心；報告亦特別重視港澳經濟發展，希
望港澳將來在經濟方面可以有更大發
展。他認為可以進一步深化金融業、CE-
PA（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旅遊業和
人員交流等方面設施，配合中央助港經
濟政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羅范椒芬指出，報
告有關本港的內容雖然較簡略，但整體
上支持本港發展，本港正如報告所說，
需提升自身的競爭力。

擴與港澳合作「做大個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認為，李克強
提出進一步擴大內地與港澳合作，可以
「做大個餅」，加快經濟發展。他呼籲
港人抓緊國家深化改革機遇，加強與內
地的經貿交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彭

長緯表示，報告內容全面，也有不少內
容與反貪腐、解決霧霾問題有關，並提
出多項承諾，李克強能作出這麼多承
諾，十分難得，但社會還要給予政府時
間去把這些承諾一一落實。

懲治貪污腐敗目標明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玉山表示，李克
強的工作報告十分平實，沒有任何花
巧，十分重視經濟和民生發展，特別是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
包括如何更好發揮政府工作職能，簡化
政府行政工作的程序，使國家各方面發
展能更為順利。他又說，工作報告尾段
提及懲治貪污腐敗的現象，目標非常明
確突出。
全國政協委員、匯豐控股亞太區副主

席兼行政總裁王冬勝認為報告具體、務
實、全面。他尤其關注金融體制改革相
關內容，而「影子銀行」、地方債等問
題對國家金融改革構成一定挑戰，反映
了內地資金需求大於供應的問題，他相
信這些需求慢慢可以消化，渠道之一是
到本港等地融資、籌資。
全國政協委員容永祺表示，推動兩地的
貿易關係，要讓廣東利用好本港國際金融
中心的平台，把企業的融資做強做大；本
港在保險業方面有很多經驗，國際交流
多，可在產品設計、管理制度方面給內地
更多參考。他期待，內地的保險業可以更
加開放，允許更多本港保險企業到內地開
分公司，這樣可以加強保險市場的競爭，
進而提高內地保險業水平。

■梁振英與劉賜貴會面。

總理報告目標明確 深化改革促進港澳競爭力

■■梁振英與王光亞會面梁振英與王光亞會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