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區人代委員為港福祉建言
關注「帶路」經合港青等 盼新特首領港聚焦經濟民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群、姚嘉華、鄭治祖

兩會報道）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今日在北京

開幕，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也將在後天開

幕。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昨日陸續

抵京，準備出席兩會，提出涉及眾多範疇的議案

和提案，包括關注結合「一帶一路」戰略，發揮

香港優勢，加強兩地經濟合作交流，及促進兩地

青年交流互動，做好香港青年工作等。適逢香港

特首選舉，出席兩會的代表及委員都希望香港選

出可以繼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搞

好香港經濟民生，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新一屆特

首，帶領香港融入國家新一輪經濟建設中，爭取

兩地更多的合作共贏。

讚林太全面 珠姐投票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姚嘉華

兩會報道）特首選舉提名期剛
結束，特首候選人、前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成功獲得580張
選委提名票支持，以高票強勢
入閘。正在北京參加全國兩會
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昨日形
容，對方是一個「all-round-
ed」（全面）的特首候選人，
在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等方
面都具豐富經驗，在任政務司
司長期間更處理過很多困難的
問題，反映她是有能力的人，
自己會投她一票。身為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團團長的她指出，
港區人代不會綑綁式投票，但
相信港區人代總體上都支持林
太。
譚惠珠在與記者聚會時形

容 ， 林 鄭 月 娥 是 一 個
「all-rounded」（全面）的特
首候選人，更率先表明屆時將
會投票予林鄭月娥，「我提名
及投票都會給予林鄭月娥女
士，因為我覺得她是有豐富的
經驗處理中央地方關係、行政
立法關係，她的往績大家看得
到，她的背景大家很清楚，她
亦是很能夠聽意見的人。全面
些來看，我認為她是很好的參
選人。」
對於有人指林鄭月娥目前民

望落後，譚惠珠指，林太的民
望只是較低而非很低，而任何

人做特首，「蜜月期」也不會
超過100天，相信林鄭月娥一
旦當選，將會有能力管治香
港，「現在的民望低是有不同
的因素，可能她以往是需要真
真正正拆很多炸彈，在這些情
況裡面，可能會令到某些人對
她有一些看法，但是過程中也
證明了她是很有能力的人。」

反對派不提名不等於不投票
被問及林鄭月娥一旦當選，

但其所得票數不及現屆特首梁
振英，會否令到日後特區政府
更難管治時，譚惠珠坦言，當
然希望每一名特首都能以高票
當選，現階段也難說林鄭月娥
會拿到多少票，「無反對派提
名，不等於無他們投票。投票
時，我相信她並非只拿到建制
派的票。」

管治成效 看辦事力及「班底」
她強調，特區政府的管治成

效，最重要還是要看特首的辦
事作風及其問責團隊「班底」
是否夠強，並相信林鄭月娥有
能力找到不同的人協助她，
「任何人做特首都可以被人批
評，社會都會依然撕裂，高票
當選是否一定代表做到事？在
香港，現在不做事的人就會少
點被人批評。」

人代無綑綁投票 總體挺林鄭

被問到港區人大代表會否作
綑綁式投票，她回應說，他們
不會作綑綁投票，但據了解總
體來說都是支持林鄭月娥，
「（港區）人大（代表）不會
綑綁式投票，我們自己無開過
會講怎樣投票，但是我們經常
接觸、討論，所以我們是不需
要綑綁，總體來說，我相信是
會支持林鄭月娥女士。」

中央對特首要求比司長高
譚惠珠又指，中央對特首的

要求比司長更高，需要更高的
信任度，因為特首有責任執行
香港基本法，且特首可以撤換
司長，但特首不可以說換就
換，必須重新選舉。
對於有指另一特首候選人、

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若當選將
不會獲中央任命，她回應指沒
聽過這說法，不會回應猜測性
問題，只表示希望選舉順利。

中央領導料明出席港澳聯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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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慶強調特首須符「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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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江鑫嫻
兩會報道）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首
場新聞發佈會昨日舉行，政協新聞發言
人王國慶在發佈會上回應了兩個與香港
有關的問題。在提到特首選舉時他希望
選舉能夠依法、有序、順利地進行，又
強調特首要符合「四個條件」。
在談到「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的問題
時，他強調，只有各界理性務實，求同
存異，才能夠縮小分歧、化解矛盾、避

免衝突，把香港建設好。

當選人須中央信任
在回應中央對特首候選人有何評

價，是否已經有意向人選時，王國慶
說，香港第五任行政長官選舉將在3月
26日舉行，「我們希望選舉能夠依
法、有序、順利地進行，當然我們也
相信，香港一定能選出一位愛國愛
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

護的行政長官人選。我和你一樣，我
們翹首盼望。」
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一國兩
制」在港實踐也邁入第二十個年頭。王
國慶在回應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記者
提問時表示，20年來，「一國兩制」在
香港取得的成就是舉世公認的。當然，
也會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
王國慶強調，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

定，是「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中央
政府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始終堅持
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
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
着正確的方向前進。
談到「一國兩制」實踐前景，王國慶指

出，無論是內地民眾和香港市民之間，還
是香港社會內部不同界別、不同階層之
間，只有充分尊重彼此的利益和關切，

理性務實，求同存異，才能夠縮小分
歧、化解矛盾、避免衝突，把香港建設
好，把中華民族的共同家園建設好，共同
來譜寫「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新篇章。
特首梁振英日前高票增補為全國政協

委員，有消息稱本次兩會梁振英有望獲
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國慶昨日在新
聞發佈會結束後就此事回應港媒說：
「待3月15日兩會結束，你們就知道結
果了。」

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
分別在後日和今日在北京開幕。在兩會舉行前，三

十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一百二十多位全國政協香港委
員昨日先後到達北京，下榻北京飯店和貴賓樓，為全國人
大會議和全國政協會議作準備。

陳永棋冀選出「最叻」特首
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今次是
全國政協十二屆最後一次會議，期望可聽到換屆後的國家
經濟發展大方向，他尤其關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政策。
在香港方面，他關注做好特首選舉工作，希望香港選出最
有能力的人做特首，這樣可在未來五年，將香港經濟搞
好，徹底消滅「港獨」思想，堅持貫徹「一國兩制」和香
港基本法。

戴德豐冀增經合拓港優勢
全國政協常委戴德豐接受電話訪問時則表示，今次自己
與會最關注是國家經濟發展方向及有關食品行業議題。他
期望香港及內地加強合作，內地可好好利用香港的特殊優
勢，大家共同搞好經濟發展。從事食品行業的他，特別關
注內地食品安全，希望食品市場可更加規範，更加健康發
展，同時可以充分利用互聯網令食品行業做得更好。今年
他將提交兩份提案，包括《抓供給側改革機遇，促食品製
造業升級》及《關於利用自貿區推動實體經濟創新發展的
建議》。

林樹哲盼林鄭順利當選
全國政協常委林樹哲接受訪問時表示，今年是中國共產黨
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年份，故兩會顯得特別重要，
現在國家經濟形勢開始向好，應該對國家未來發展好有希
望。
身為企業家，他非常關注國家的實體經濟發展，關注中央
政府有何政策支持實體經濟。對香港特首選舉，他希望林鄭
月娥可順利當選，並強調，香港不能再浪費時間於太多的政
治爭拗，應爭取時間及精力搞好經濟民生才是正道。

王敏剛倡優化港司法制度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表示，今次好幾個關於「一帶
一路」的建議會重點提出，同時會為香港代表作探討和建
議如何優化香港司法制度，因為香港回歸20年，社會對
立法會構成及特首選舉都花了不少時間討論，但就甚少討
論本港司法結構。

吳秋北關注青年創業就業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則表示，關注香港民生發展及
青年工作，希望加強青年創業就業措施。

汪明荃倡增兩地青年交流
全國政協委員汪明荃則表示，今年自己最關心的是青年
議題，看下如何將兩地青年更加緊密地交流互動，為香港
青年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冀內地可以為港青年創造更多
條件，因目前香港青年工作是香港各界均關注的事務。
昨日記者所見，港區人大代表團副團長馬逢國及盧瑞
安，人大代表王敏剛、李少光、吳秋北、吳亮星、陳勇、
張鐵夫、黃玉山、鄭耀棠及蔡素玉，全國政協委員盧溫
勝、曾智明、馮華健、劉兆佳、江達可、孫少文、李國
章、李賢義、汪明荃、王䓪鳴、王敏賢、黃楚標、簡松
年、陳鑑林、李家祥、鄧日燊、張學明、張學修、容永
祺、林銘森、張華峰、吳換炎、王亞南、李子良、陳婉
嫻、楊志紅等陸續抵達北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反對派聲言
特首梁振英兼任全國政協職務會破壞「一國兩
制」，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昨日
均認為，做法不會與「一國兩制」有衝突，並
強調梁振英倘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將會提升
香港在國家的地位。

人代委員：身份無衝突
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昨日表示，梁振英兼任

政協委員不會與「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有衝突，「中央的利益與香港的利益是一致
的，政協是作為一個中央的層面向中央獻策，
對於中央施政作為一個謀士獻策的身份，作為
一個政協委員其實是沒實權，這個不等於一個
有實權的官職，所以我覺得完全沒衝突。」
他續說，香港有過兩個政協副主席，如果再

有就代表中央更重視香港，提升香港在國家層
面的地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亦指，看不到梁振英

出任政協委員有角色衝突，最重要是緊守香港
基本法，又指前特首董建華現任政協副主席，
倘再有港人成為副主席是香港的光榮。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副主席彭長緯表示，

倘梁振英獲選為政協副主席，將有多一名國家
領導人向中央反映香港民情，會對香港經濟有
幫助。
全國政協委員、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

則指，從中央的角度來看，政協只是顧問
性質，梁振英兼任政協委員在體制上並無
問題。

撐CY任政協副主席
提升港在國家地位

香港警隊在處理違法
「佔中」期間，飽受壓
力及無理指責，「七警

案」中7名警員近日更因被控襲擊前公民黨成員曾
健超而遭重判，嚴重打擊警隊士氣，多個團體都舉
辦籌款活動，支援七警及其家屬。由香港警察員佐
級協會創會會長譚惠珠牽頭成立協助七警家屬的
「敬言仁基金」，目前已籌得過千萬港元捐款。她
昨日強調，「七警案」中的警員家屬是無辜的受害
人，在沒有「撩事生非」的情況下，卻損失了家庭
的經濟支柱，故基金將用來協助他們。
譚惠珠在訪問中表示，「敬言仁基金」前日開

始公開接受為期60日的社會各界捐款，即日已收
到120張支票，其後又收到一批捐款，估計籌得
的款項已超過一千萬，成績令人鼓舞。
她強調，基金純粹是為支持七警及其家屬而設，

因事件中真正受害者是警員的家屬，他們並無「撩
事鬥非」，卻頓失家庭支柱，未來生活帶來很多不
明朗因素。她希望透過基金，令這些家庭中的小孩
明白，有些事是情有可原的，而他們爸爸的情況是
會得到社會人士同情。

設義務會計師分配款項用途
至於基金的用途及如何發放，譚惠珠說，將會

與七名警員的家屬見面，了解他們所需。基金設
有義務獨立會計師，為他們分配款項的用途，包
括協助他們的生活費、小孩學費，以至訴訟費用
等，但不會收取一分一毫，故不涉及包攬訴訟等
問題。
被問到會否認同香港現有設立辱警罪的需要，

她坦言，自己仍未認真研究，但認為任何一個職
業的從業員都不應受到他人羞辱，又強調香港警
察是一定不會搞亂香港，因他們全都是香港人。

■記者 姚嘉華

捐款助七警家屬
讓孩子識「情有可原」

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今
天下午3時在北京開幕。根據慣
例，國家領導人明天（4日）將
出席港澳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
議。有消息人士透露，中央領
導將會見150多位港澳委員，
聽取委員們意見並發表重要講
話。
根據日程安排，今日開幕的

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將聽取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作全國政
協常委會工作報告，及全國政

協副主席馬培華作全國政協常
委會關於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
以來提案工作情況的報告等。
據了解，俞正聲主席的報告將重

申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
度自治的方針，支持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

根據目前的政協會議日程
表，明日下午3時列明為小組
會議，審議上述兩項報告。

消息透露，全國政協香港委員
及澳門委員將於該段時間舉行聯
組討論會議，中央領導屆時可能
會出席，並和港澳委員面對面交

流，聽取大家意見，體現中央領
導集體對港澳全國政協委員的關
心及重視，及透過港澳委員表達
對港澳特區及同胞的關愛和支
持。
據悉，由於今年有意發言者

反應踴躍，根據安排，聯組會
議全體152位港澳委員中，包
括全國政協常委余國春，委員
梁亮勝、盧溫勝、蘇澤光、唐
偉章、馮華健、楊紹信、汪明
荃、容永祺等香港委員，將有
機會在會上就港區事務和最新
情況表達意見。

■記者 鄭治祖 兩會報道

■譚惠珠昨日參加兩會期間見
傳媒。 姚嘉華攝

■馬逢國（前），劉珮瓊
（後）。

孫青川攝

■黃玉山（前），陳勇
（中），盧瑞安（後）。

孫青川攝

■吳亮星（前），張明敏
（中），吳秋北（後）。

孫青川攝

■港區人代委員昨抵達酒
店。汪明荃（戴帽者），
陳婉嫻（白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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