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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力挺港 各界鼓舞
港區人代籲珍惜善用政策抓機遇 尋新發展方向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

鄭群 兩會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昨日在記者會上強調，「一國兩

制」的方針要全面理解和執行，

「一國兩制」的實踐要不動搖、不

走樣、不變形，又強調中央政府會

不斷地增加力度，會出台許多有利

於香港發展，有利於內地和香港合

作的舉措。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表

示，中央在堅持落實好「一國兩

制」的同時，更在不同層面和範疇

支持香港發展，港人也要珍惜機

遇，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善用相關

政策，尋找香港新的發展方向及動

力。

李克強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
後會見中外記者，並回答記者提出的

問題。他在回答有關香港的問題時說，對
「一國兩制」的方針要全面理解和執行，我
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已經說了，「一國兩
制」的實踐要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至
於說支持香港發展，中央政府會不斷地加大
力度，會繼續出台許多有利於香港發展、有
利於內地和香港合作的舉措。

馬逢國：港自身還需努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馬逢國昨日接
受本報訪問時表示，非常高興聽到中央將有
新的惠港政策不斷出台支持香港的發展，好
令人鼓舞。
他強調，雖然中央有好的政策支持香港發
展，但香港自身還都需要努力，要充分發揮
自身優勢，善用相關政策，尋找香港新的發
展方向及動力。

吳亮星：「債券通」助港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表示，香港的發

展離不開中央的支持和龐大的內地市場。
他相信未來的「債券通」將促進離岸及在
岸人民幣流通，加速人民幣國際化，吸引海
外投資者進入中國市場，同時帶動香港的債
券市場的發展，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

黃友嘉：互補共融 將餅做大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表示，總理是想

透過記者會再次強調中央對香港的支持，總
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雖然有關「粵港澳大
灣區」城市群建設只寫了一句話，但背後卻
包含了好多內容，將來「最重要的是大家要
加強合作，將各自優勢發揮出來，互補共
融，將餅做大。」

王敏剛：風雨同路 商機無限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強調，總理是貫

徹中央一路以來對港政策，中央始終堅持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20年來，與港風
雨同路。
他相信「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將為港帶來好多商機。中央強調「港
獨」無出路，會用一切政策支持香港社會及
民生發展，都令人非常鼓舞。

雷添良盼為專業界拓新空間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雷添良表示，非常感謝

總理對香港的關愛，表明中央會在不同層面
和範疇支持香港發展，落實中央一貫維護香
港繁榮穩定的決心。
他希望中央在CEPA 框架下為香港專業
界和其他行業開拓新空間和機遇。「一帶一
路」和「大灣區」的設計亦應充分讓港人和
港企參與，令香港鞏固其在區內和國際的金
融、航運、貿易和專業服務的優勢地位。

胡曉明：向港人廣傳好消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胡曉明表示，非常感謝

李克強總理對香港各方面的關心，這是一件
大好事，要讓更多的港人知道這個好消息，
要廣傳。
他強調，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香港未來

發展一定要跟國家的大政方針，這樣才能為
香港發展找到新出路，同時為國家發展做出
貢獻。

顏寶鈴冀各界勿負中央信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表示，總理表達

了中央對香港發展的關心、關注，及堅定不
移支持香港發展的態度，希望香港各界懂得
感恩珍惜、緊抓機遇謀發展，不要辜負中央
的支持與信任。

隨着
內地社
會現代

化、工業化及城鎮化發展的推進，我國正
經歷社會經濟活動高速增長及能源資源消
耗需求大幅上升，而伴隨着能源資源的大
幅消耗，我國正面臨着空氣污染加劇的問
題。
為保障社會及經濟長遠穩定發展，有效

解決空氣污染問題成了內地政府在環境保
護工作方面的重中之重。近年，內地多個
地區出現大範圍霧霾天氣，當中以可吸入
顆粒物（PM10）、細顆粒物（PM2.5）為
特徵污染物的區域性大氣污染問題最為嚴
重，既損害群眾健康，亦造成能見度急速
下降，危及陸空交通安全，妨礙了群眾及
社會的正常生活及經濟作業。

空氣污染及霧霾問題直接關乎我國的
公眾健康及經濟長遠健康發展，內地政
府必須制定更積極的環境保護政策及措
施，有效治理相關問題，特別是因應霧
霾問題提出全面性及針對性的治理方
案。
治理空氣污染及霧霾問題是一項艱巨

及複雜的工作，但我們相信透過全方
位、以及內地政府及群眾的共同努力及
合作，必定能夠讓群眾同時分享經濟發
展成果和呼吸清新空氣。就此，民建聯
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針對現時內地政府環保部門與氣

象部門空氣污染預警發佈機制不統一的問
題，應協調各部門的工作，採取改進措施
統一相關的預警發佈機制，讓群眾、特別
是長者、兒童、孕婦、長期病患者等能夠

掌握最新的空氣污染情況，以採取適當預
防措施，保障個人身體健康。
第二，面對國家經濟發展所伴隨的電力

資源需求增長，國家能源部門及各地方政
府應積極審視現有的發電燃料組合，降低
高污染性的發電燃料及提高潔淨能源及可
再生能源的使用比率，包括逐步減少燃煤
發電，並同步增加天然氣、水力、風力及
太陽能發電的使用。
第三，針對來自交通的移動污染源，國

家已於2017年1月1日實施國家第五階段
機動車污染物排放標準，然而仍有為數不
少的國三和國三排放標準之前、缺乏車輛
尾氣淨化裝置的柴油車輛在路面行駛，排
放出大量的懸浮顆粒物和氮氧化物，造成
嚴重的車輛廢氣污染。為此，國家環保部
門及各地方政府應訂定行動計劃，強制要

求國三和國三排放標準之前的車輛加裝車
輛尾氣淨化裝置，減少來自交通的污染
物。
第四，國家能源部門及各地方政府應針

對高耗能及高污染的行業，例如鋼鐵業、
水泥業和石化業等，訂定更嚴格的減排節
能目標，並加強監督以確保企業嚴格執行
相關規定。
第五，由於來自沙化土地的大量顆粒性

揚塵微粒加劇空氣污染，有關部門應研究
加強綜合治理的力度，包括擴大退耕還林
的規模等，以減少沙化土地的顆粒性揚塵
微粒進入城市地區。
第六，因應國家「十三五」規劃建議發
展綠色金融，例如發行綠色金融債券為投
資回報期較長的環保項目集資。國家金融
機構可考慮進一步善用香港資本市場的優
勢，利用香港作為發行綠色金融債券的平
台，共同攜手發展國家綠色金融，推動內
地環境保護工作做得更好。

六招治內地空污 倡港發「綠色債券」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行政長官梁振
英在全國兩會期間和部分在京上學的學生會面。他昨日
在網誌中強調，香港人掌握好在內地各方面的機遇，是
香港經濟和個人事業發展的最大動力，只要香港人能夠
把握機會，就不難在國家「十三五」規劃、「一帶一
路」戰略、「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合作中找到龐大
和持續的機遇。
梁振英在題為《國家和香港》的網誌中指出，他在過

去兩個星期到北京兩次，既參加了全國兩會，也處理了
一些特區政府的公務。其間，他和3個在京港人組織的
負責人和部分在京港生見面，了解他們在學業、事業和
生活各方面的最新情況。
目前，在北京上學的香港學生有1,600人，長期駐京

工作的數以萬計，且工作性質越來越多樣化。他指，
「中國經濟發展速度之快，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是少
有的。大家對在內地的發展前途，尤其是年輕人創業的
前景充滿信心。」

亦是個人事業發展機遇
梁振英指出，經驗說明，香港人掌握好在內地各方面

的機遇，是香港經濟和個人事業發展的最大動力。「如
果沒有內地的改革開放，如果沒有國家給予香港的優惠
待遇，香港人不可能在內地擁有一個體積龐大，行業多
元的體外經濟；香港的人才也不可能被國際大機構重
視。我們的舞台大概就會局限於港島、九龍和新界三
地。」

籲港人理性看兩地關係
他強調，只要香港人能夠理性地看待國家和香港的關

係、持平地看待內地的發展、客觀地看待香港和內地的
合作，港人就不難在國家「十三五」規劃、「一帶一
路」戰略、「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合作中找到龐大
和持續的機遇。「外國人對『中國機遇』趨之若鶩，香
港人不能視而不見，更不能背道而馳。」
梁振英認為，相比其他中國的城市，香港的優勢是國

際連繫，又引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3月5日所作的政府
工作報告中，有幾句很值得港人重視：「中國……做全
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深入參與全球
治理進程……推動構築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
框架……致力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
係……」
他說：「這幾句話，既說明了我們國家在國際社會中

日趨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對我們謀劃香港的發展策略，
以至個人的事業發展方向，都有重大的啟發。」

CY：抓內地機遇
成港經濟大動力

第十二
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

會第五次會議圓滿完成各項議
程，昨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閉
幕。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在
總結時表示，今年會議非常扎
實地談國家發展方向，同時檢
討了過去不足之處，反映國家
正在不斷進步。
他們指出，自香港回歸以

來，中央均一直非常關顧香港
發展情況，今年也提出了具有
很強針對性和操作性的惠港措
施，希望港人珍惜。

盧瑞安：人代一致反「港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

香港中國旅行社榮譽董事長盧瑞
安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今
年兩會反映了國家正在不斷進
步，「從實際上的投票結果看
到，政府工作報告、『兩高』
（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報告
都得到很高的贊成票。看到國家
依法治國這方面大有進步，得到
所有代表支持及讚許。」
同時，人代選舉辦法也順利獲

得通過，他認為反映了所有人大
代表都一致反對「港獨」，「反
對搞事的人參與人大，搞事的人
只會搞亂香港。」

王敏剛對國家前途充滿信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表
示，他見證了國家日漸強大，
自己更有份參與其中，而國家
「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
路」戰略啟動了，故今屆全國
人大是中國歷史轉折點的一
屆。儘管環球經濟動盪，他對
國家的前途滿懷信心，「總的
來說是充滿高興和期望。」未
來，人大工作要不斷優化，應
對國內外最新發展形勢。

陳勇：中央真心實意為港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

主席陳勇表示，自回歸以來，中
央均一直非常關顧香港發展情
況，港人應該珍惜，「正所謂血
濃於水嘛，而且（中央）不斷強
調，不斷有惠港措施。看到這種
真心實意，真正為香港好的，是
來自我們國家，不是什麼境外力
量。」

吳亮星：全局觀看國家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表

示，今年兩會是換屆前的最後一
次會議，令人有一種小總結的感
覺，全國人大代表均看見國家在
立法、司法方面已有了大局觀，
「這是跟上了國際形勢，必須有
整齊、劃一去開展國家事務，這
是比較深刻的，樹立了全局觀
念。」

蔡毅：具體措施升港澳地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

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表示，今年
兩會的工作報告，立足國情，直
面經濟社會重大問題、改革深化
難點、推動創新創造等問題，分
析客觀，措施具體，具有很強的
針對性和操作性，「特別是就推
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
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
劃，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
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提出了
具體的措施，令我們作為港區人
大代表十分激動、振奮和深受激
勵。」

■記者 姚嘉華 兩會報道

會議承先啓後 反映國家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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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兩會報
道）新一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辦
法正式出爐。《香港特區選舉第十
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的辦法草案》在昨日

全國人大閉幕會上以2,813票贊成的全場
最高票通過表決。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換屆選舉中，參選人須聲明擁護國家憲
法和香港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
效忠國家和香港特區，且未接受外國勢
力的資助。若發現違反有關的聲明內
容，參選人將被除名，即使當選亦會被
取消代表資格。

11表決項目 贊成票居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辦法在表決時

以2,813票贊成、13票反對、9票棄權通
過，在閉幕會的11個表決項目中，贊成
票數量位居第一高，顯示出全國人大代
表對此極高的贊同度。決定明確，十三
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名額為36人，參選
人須是年滿18周歲的香港特區居民中的

中國公民。

參選人須聲明效忠國家
與此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辦法不

同的是，在即將進行的選舉中，參選人
應聲明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
方針政策，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應當聲明未直接或者間接
接受外國機構、組織、個人提供的與選
舉有關的任何形式的資助。若違反聲明
內容，在參選階段可將其從候選人名單
中除名，若已當選應確認其當選無效，
在履職階段則終止其代表資格。
就有關的選舉辦法，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在「兩會」期
間表示，關於參選人必須聲明擁護憲

法、效忠國家這方面的規定，以前並
非完全沒有。從香港回歸以後的第一
次全國人大代表選舉開始，參選人都
必須簽署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
聲明，這次選舉辦法草案明確將這一
規定寫入到條文中。
張榮順還表示，不擁護憲法、不效忠
國家是很嚴重的情形，全國人大代表資
格審查委員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重要
組成部分，對待投訴、問題時，一定會
深入調查有關方面的情況，提出切實證
據能夠證明這個人確實是已不擁護憲
法、不效忠國家，或者有其他喪失代表
資格的情況。取消代表資格的決定，須
提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有一套嚴
格的程序，不會出現很隨意、隨便地取
消代表資格情況。

■■昨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昨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
幕幕，，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在會場外合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在會場外合影。。 中新社中新社

■■昨日全國人大會議通過了昨日全國人大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第十三屆全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第十三屆全
國人大代表的辦法國人大代表的辦法（（草案草案）》。）》。 中通社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