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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華三月，春意盎然。回顧剛剛成功舉行的「兩
會」，深感在國家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大環境下，呈現
出許多令人鼓舞的新風尚，我認為最大的特點之一，
是會風既隆重熱烈，又務實簡樸，實效明顯，充分體
現出新一屆領導人改革創新、銳意進取、實事求是、
杜絕奢靡的精神。

會風體現中央杜絕奢靡
以政協方面為例，為期十天的會議重點突出，效果

顯著；日程精心安排，連貫緊湊；會議紀律嚴明，氣
氛活躍。開會之初，有關負責人就強調了國家非常重
視政協的地位和作用，並將政協的參政議政、民主監
督，作為中國現在實行的協商式民主的重要組成部
分，政治協商已經成為國家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可缺少
的重要一環。同時，也要求委員們一心一意地開好兩

會，無論是大會、小會都要積極投入、全程參與，非
必要就不宜請假缺席。據說還有不成文的規定：如果
無故缺席三次大會，就有可能被取消委員資格。這樣
嚴格的要求，是歷次大會少見的。
政協更為強調要充分發揮委員們參政議政的主體作

用，委員們也積極響應，例如港區委員的會議出席率
都較高，過去很少出席小組會議的委員，這次也基本
全程出席。在討論會上，委員們發言更是非常踴躍，
大家都有欲罷不能的感覺。從總體上看，會議期間提
交的全部提案有5800多份，數量和質量均高於上年。
我自2003年參加全國政協的工作，記得當時會上提交
的提案只有3000多份，如今提案數量增加了近一倍，
焦點都是集中在民眾最為關心的大事上面，如17%關
注深化改革，25%關注民生，10%關注環保。此外，委
員們還提出了近千份很有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都得

到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
北京「官場」風氣煥然一新，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政協就在確保服務質量不減的前提下，簡化了
接待工作流程，減少參會工作人員，委員用餐嚴格按
照標準提供(據悉是每人150元/天，早餐30元，午晚餐
60元，這在酒店用餐來說是偏低的)，貴價食品基本看
不到了。過去每逢「兩會」，也是許多部門和省市
「聯誼、招商」的大好時機，會外的洽談、宴請非常
之多，「趕場風」相當熾熱，經常是一晚要趕上三、
四場，每場更必有佳餚美酒招待，盛情之下，委員們
不得不「白天開會，晚上喝酒，疲於奔命」，許多地
方還有送禮之風，經常有食品、文具、公文包等精美
禮物送過來，不收又怕得罪人。

北京「官場」風氣煥然一新
而今年奢靡之風均被杜絕，再也沒有什麼人送禮

物，宴請也是少見。當然，據了解，涉外部門正常工
作交流和必要的聯誼活動可以繼續進行，只是主要在
辦公室裡進行，往往是清茶一杯，講求實效，到了用
餐時間，大家就到單位餐廳去用餐。例如，我到最高
人民法院與領導交流，之後就一起到了辦公樓的餐廳
吃午飯。去北京會議中心的委員駐地開會，團中央及
全國青聯多位負責人都是去大廳，和大家一起吃飯。
過去盛行的動輒茅台、五糧液的「酒文化」也改變

了，最多就是上點
「二鍋頭」這樣大眾
化的酒。會議期間和
一些領導和大型國企
的負責人交談，得知
現在「三公」消費大
幅度減少並管得很
嚴，一位國企老總說，以前他經常出國，有時還坐商
務包機，但現在嚴格規定如有公務去美國，加上來回
時間只能有五天，而且審批很嚴。據說，不少來京開
會的外地官員，還專門去了慶豐包子店，嘗試20元一
份的「主席套餐」，用他們的話來說，這也是與基層
廣泛接觸，「接地氣」的體現。
對於現在的良好風尚，委員們都感觸良多並期待能夠
制度化和持久化。成由儉來敗因奢，這是古今中外顛撲不
破的真理。中國雖然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人均
GDP還是屬於落後水平，建成小康社會還需要進一步努
力和深化改革。面對新的形勢，我認為這將又是國家發展
和政協工作的一個新的起點，同時，對港區政協委員來說，
也是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戰。政協已經成為協商民主制度下
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更需要全面加強對國家發展
現狀的了解，圍繞國家建設的大局，充分發揮香港委員的
優勢，結合內地的實際情況，更加積極地獻計獻策和貢獻
力量。

黃英豪 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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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豪

「真普聯」昨日提出2016年立法會選舉方案，建議維持七
十個議席，其中一半以單議席單票制選出，另一半議席就由
全港不分區比例代表制選出，並廢除所有功能界別議席，包
括超級區議會議席。「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表示，明白要
在下屆立法會全面取消功能組別並不容易，因此提出過渡安
排云云。在社會各界就2017年特首選舉爭論激烈，各方意見
相持不下之時，「真普聯」突然拋出立法會選舉方案，完全
是節外生枝，令社會各界更難就政改方案達成共識。「真普
聯」繞開特首普選，大談立法會普選的問題，是本末倒置之
談。為了集中處理行政長官普選問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
法不宜做大幅度的修改，一些人堅持在立法會選舉上借題發
揮，究竟是為了促成政改，還是妨礙政改呢？
事有輕重緩急，先後次序，現在對香港政制頭等大事是

2017年的特首普選，特區政府正就政改方案進行諮詢，中央
也釋出善意邀請包括反對派議員在內的全體立法會議員到上
海交流，與中央官員直接交流意見。單就特首普選的議題已
經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要凝聚社會共識已經不容易，試問
何來時間討論2016年的立法會方案？況且，立法會選舉在上
屆才剛經歷重大改革，不但增加了10個議席，更破天荒創立
了「超級區議員」議席，大幅增加了功能界別選舉的民主成
分，市民才開始熟悉有關選舉，現在斷沒有理由再度大幅修
改，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和地區的選舉，每一屆都大幅改
變，每一屆都推倒上屆的模式？這叫市民如何適從？
更重要的是，「真普聯」提出廢除所有功能界別議席，既
違反《基本法》均衡參與的原則，也不可能得到立法會多數
議員和商界與各功能界別的支持，在社會上也是爭議性極
大。功能組別體現均衡參與，這是《基本法》規定的香港政
制發展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怎可能輕率改變？「真普聯」
提出的方案不過是白費氣力。社會須提防的是，一些激進反
對派議員突然拋出更具爭議性的立法會選舉方案，並非是為
促成政改，而是為政改製造更多的人為障礙，對於依法落實
2017年特首普選並沒有任何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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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本月6日參加人大香港代表團審
議，就香港政改問題定調，讓700萬港人清楚了解中央處
理香港普選問題的「三個原則」以及「一個立場三個符
合」。
張委員長鏗鏘有力帶頭發聲，就是要帶動港區人大代表們
「敢於發聲、善於發聲」，主動配合特區政府做好當前的政
改諮詢工作，善於耐心向港人解釋中央的原則立場，敢於批
駁違反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破壞法治的歪理
邪說，積極引導社會輿論，幫助廣大市民做出正確判斷，一
言以蔽之：「人心回歸是根本」！
未過三朝，筆者就接到了正在北京開人代會的港區人大代
表團領導之一馬逢國先生發來的電郵，他將以其「馬逢國立
法會議員辦事處」的名義邀集業界，定於下月七日下午在灣
仔活動中心舉行《文化界政制發展諮詢會》，而且已經請好
了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和民
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三位嘉賓來互動……港區人大代表如此
立馬回應，實在令人鼓舞。筆者期望一馬當先不只是馬逢國
一位，而是港區的人大代表們啊！
人大開幕翌日，筆者為本報撰寫了《發揮港澳政協雙重積
極作用》評論，講的是港澳政協委員不只為「一國」積極建
言獻策，而且要為「兩制」積極建言獻策，全國政協俞正聲
主席所提出的「雙重積極作用」制度化，對於壯大愛國愛港
愛澳陣營具有的正能量是不言而喻！如今，港澳人大代表和
港澳政協委員肩並肩地一致回應中央，敢於發聲、善於發
聲，努力去實現「人心回歸」的艱巨任務，就史無前例的
「一國兩制」偉大實踐來說，不但有着迫切的現實意義，而
且有深遠的歷史貢獻。

駁斥歪理邪說 重視「社團」發聲
筆者注意到，張德江委員長在宣導積極、敢於、善於「發
聲」時，不是泛泛而談，而是有的放矢，以「發聲」這支利
箭去射「當下香港的輿論環境」這個靶子！筆者也關注到上
月26日香港《文匯報》頭版頭條的「本報啟事」，其中提到

「還將改革社團版，更好地服務各界社團」。過去認為澳門人口少社團
多，近日才從李曉惠先生新著《邁向普選之路》中獲知：澳門特區社團密
度再密，10000人之中也只有64個，而香港特區則達到304個之多，為世界
之最（美國是5.18個、法國是11.05個、日本是9.72個）。還須說的是本港
回歸前註冊或視作註冊的社團總數只有8695個，到2010年已突破23,000
個，無論政府官員、商家老闆，還是專家學者、平民百姓，人人生活好像
都離不開社團，香港社會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社團社會」！因此，對於社
團「發聲」不可等閒視之。
希望其他本港媒體也如《文匯報》一樣從香港特區這個特別區情出發，
重視社團的「發聲」。改變當下本港輿論環境，新老媒體及輿論界人士責
無旁貸！不論是港人還是國人，都有權利和責任來嚴正提問：為什麼似是
而非的觀點可以滿天飛？為什麼吆喝假民主的販子能自由自在「佔領」版
面、熒屏、線上？為什麼小貓三隻四隻的非主流社團反而吃香「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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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九級強烈地震並引
發海嘯，這場天災已過去
三周年，但在這一千一百

天內，日本政府不但在善後福島核洩漏污染方
面難如人意，反而在「擁核武」方面也傳出許
多雜音，甚至是叫囂。不但惹起日本國內堅持
反核人士的強烈不滿，亦引起國際社會的警
惕，甚至日本的盟國美國也發出擔憂的聲音。
當下，日本國內對於是否重啟核電站仍爭論

不休。一方面是對三年前滿目瘡痍景象仍歷
歷在目的主流民眾，堅決要求無核生活，他
們無法再次承受核災害造成的巨大破壞力。
三年過去，仍有13萬人被疏散他鄉，有家難
回。而另一方面，安倍表示，對於零核日本
沒有信心。安倍政府召開相關閣僚會議，確
定了新《能源基本計劃》草案，決定將核電
定位為「重要的基荷電源」，迫切要重啟處
於封存狀態的48個商用核反應爐，甚至還會
建設新的核反應爐。有分析指，之所以稱
「基荷電源」而非「基礎電力」，也是有意
用陌生詞彙，減低刺激反應。日本政府從棄
核的菅直人，到模稜兩可的野田佳彥，再到
重啟核電的安倍，恢復用核決心日益增強。
因為內憂外患的安倍知道，資源緊缺的日本
若一直靠進口國外的能源填補核電力缺口，
會對國家經濟造成壓力，影響民眾生活品
質，更重要的是直接影響製造業。潛心發展

日本經濟的安倍，「用核」是解決經濟成本
的根源，重啟核電從而降低電價，改善生
產，促進出口，達至經濟良性循環，安倍政
府才能有民望基礎實施別的計劃。

日本「擁核」惹國際社會關注
不過，除了經濟利益的考量因素，其右傾化

路線，引致國際社會懷疑其背後是否暗藏「擁
核武」的企圖。有批評指，安倍借民用核發展
掩蓋其軍事用途，是安倍政府急於重啟核電的
更重要原因。日本作為只有37萬平方公里的島
國，卻被57個核電站包圍，而核電站反應堆中
的燃料，經提煉可以產生製造核彈的鈽，且可
以儲存，而民用的需求又非常低，不是軍備之
用難以開脫。據美國專家估算，日本的核材料
儲存量目前已超過美國，世界第一。日本右翼
勢力也曾揚言，日本在183天就可以製造出核
彈。美國同樣擔心日本擁核，因為日本是世界
上唯一一個受過核打擊的國家，且原子彈來自
美國。現時安倍政府野心勃勃，急欲擺脫美國
的控制擺佈。若不再看美國臉色，也難免不會
報廣島之仇？
而國際社會除了關注日本「擁核」，對日本

核洩露關注熱度始終有升無跌。福島核電站的
放射性污水以及其他核污染的問題，尚未徹底
解決。核污水不時排入太平洋，構成對生物鏈
的致命性破壞。災難發生之初，東電公司人員

有意將福島第一核電站的低放射性污水排入海
中，以便騰出空間處理高放射性積水，且公司
聲稱，2011年6月之後，沒有新的放射性污水
排入海洋。直到去年8月日本政府才承認，福島
第一核電站每天有至少300噸核污水流入海
洋，且這種情況可能從核事故發生後一直存
在。污水洩漏事件愈演愈烈，問題一日不徹底
處理，地球都要為福島核災難埋單。
日本企業乃至政府都為了短暫利益，不但掩

蓋核污染情況，且居心叵測隱瞞武器級核材料
儲存數量，規避責任。若再不正視問題，公開
情況，日本重新啟核是累人累己。

從天災到人禍 日本核去核從

梁偉浩
全國政協委員 普選方案須堅守兩個前提

普選特首是中央賦予港人的權利
在香港落實普選，是中央的莊嚴承諾。真正賦予港人普選權利以及

明確香港普選之路的，是《基本法》。回歸以來，中央採取務實舉
措，穩步推進香港民主發展。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
有關解釋，明確了香港政制發展的法律程序，香港民主循序漸進向前
發展邁向普選的法律路徑更加明晰。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作
出決定，明確了香港普選的時間表，顯示出中央對在香港特區落實普
選的誠意。
但正如所有比賽都有賽例一樣，本港落實普選也不可能沒有規矩和

底線，這個規矩就是《基本法》的相關條文和人大決定。去年10
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尼峇里會見特首梁振英時，明確表示香港所
有與政改有關的事宜，都必須根據《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香港是法治社會，特區政府和全社會都應該依法辦事。這是中央政府
對香港特區的明確要求。

普選大直路上有人不惜翻車
目前，本港社會對政改的分歧，歸根結底是要不要依法討論普選的

問題。反對派企圖令普選「走彎路」，主要體現在企圖以「公民提
名」架空和代替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基本法》明確規定，行政長
官候選人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並無其他選項。反對派卻堅
持要搞所謂「公民提名」，顯然是不依法辦事。這些人刻意在普選
的「大直路」上，仍然堅持提出違反《基本法》的方案，否則寧願一
拍兩散，這就等於在終點在望時，還要違規切線，甚至逆向而行，結
果只能是撞車收場，本港的普選也依然遙不可及。
在民主發展史上，在普選模式上，並不存在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

標準。1994年的聯合國《人權與選舉：選舉的法律、技術和人權手

冊》指出：「聯合國有關選舉的人
權標準性質甚為廣泛，因此可透過
多種政治制度而達至。聯合國在選
舉方面提供協助，並非旨在將任何
一種已有的政治模式強加於任何地
方。相反，這是基於我們認同沒有
一套政治制度或選舉辦法適合所有
人和所有國家。」這說明，即使是
西方的普選制度，也不是千篇一
律，不存在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
統一答案，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國
際標準」的「真普選」。
而反對派提出的「公民提名」、

「政黨提名」、混合提名、雙軌制、三軌制等，以及提出的要在提名
委員會前加入前置程序等等，都是企圖繞開、架空和代替提名委員
會，都是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當年由中央以及港人經長時
間反覆討論才確立的由具有廣泛代表性、四大界別等比例均衡參與的
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這一制度，是防止搞民粹主義政治的人當
特首的一道安全閥；是為了有利於推出一個能代表香港整體利益、平
衡多元需求、防止過度照顧某一界別利益的特首候選人。此外，提名
委員會的設立，更是為了保證能夠得到中央認可的愛國愛港人士，可
以代表國家執掌香港最高權力。

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指出，《基本法》的精神已經強調行政長官必

須由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的人士出任，並形容這是「不言而喻」
的原則。從法律角度來講，堅持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
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現行規定的要求。在法理上，
特首是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的樞紐，《基本法》第43條規定，特首
對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區負責，而48條規定特首負責執行《基本
法》。因此，如果對行政長官沒有必須愛國愛港這一條要求，「一國
兩制」安排就行不通，《基本法》的許多規定就無法落實，香港繁榮
穩定就沒有保障。因此，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是
設計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的一條底線。而正因為這一底線是如此關
鍵，才恰恰成為反對派集中火力，一定要攻陷或者架空行政長官提名
委員會的原因。
香港乃多元社會，有不同聲音很正常，何況政改諮詢才剛開展，提

委會和現有選舉委員會的成分可以有不同，各界別比例並非一成不
變，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提名程序、候選人數目、普選安排等事宜都
還有時間進行充分的探討。但本人認為香港普選方案必須堅守上述的
兩大前提。事實上守住這兩大前提，不只關乎國家安全和統一，也正
正是為了維護香港利益，維護廣大香港同胞、投資者的根本利益。

香港的普選方案討論必須堅守兩大前提：一，香港所

有與政改有關的事宜，都必須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

定的框架內進行。二，香港無論以何種方式普選出來的

特首，都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為此，本人明確反對時

下反對派所提出的「公民提名」、「政黨提名」、混合

提名、雙軌制、三軌制，以及在提名委員會前加入前置

程序等觀點和方案，因為這些做法和提法，無論如何包

裝和辯解，都是企圖繞開、架空和代替提名委員會，都

是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進而挑戰中央對港憲制

地位。

東張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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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核電站的放射性污水未能徹底解決，引起
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