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事調整 四地行政主官履新
張國清唐良智任津渝代市長 景俊海唐登傑任吉閩代省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共十九大後，第二輪省部級地

方要員調整持續進行：剛從重慶市市長轉任天津市委副書記的張國清，出

任天津市副市長、代市長；重慶市四屆人大常委會昨日任命唐良智為重慶

市人民政府副市長、代理市長；北京市委副書記景俊海出任吉林省副省

長、代省長；工信部副部長、國家航天局局長唐登傑調任福建省副省長、

代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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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情觀察人士分析，張國清、唐良智、景
俊海、唐登傑有望分別出任天津市市

長、重慶市市長、吉林省省長、福建省省長
職務。

劉國中有望任陝西省長
據新華社報道，吉林省十二屆人大常委
會第三十九次會議昨日決定，接受劉國中
辭去吉林省省長職務的請求，任命景俊海
為吉林省副省長、代省長。當天，天津市
十六屆人大常委會舉行第四十一次會議，
決定任命張國清為天津市副市長，並表決
通過了關於張國清為天津市代理市長的決
定；同天下午，福建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
第三十三次會議決定，任命唐登傑為福建
省副省長，接受于偉國辭去福建省省長職
務的請求，唐登傑代理福建省省長職務。
同一天，重慶市四屆人大常委會第四十四
次會議決定，任命唐良智為重慶市人民政
府副市長、代理市長，接受張國清辭去重
慶市人民政府市長職務的請求。
這是中共十九大以來第二輪省部級地方要
員的集中調整。去年十月底，上海、廣東、
河北、福建、遼寧、江蘇、陝西七省市調整
省級黨委一把手，遼寧省調整省政府一把
手。而此輪調整中，天津、陝西、吉林、福
建、重慶五省（市）新任省級政府一把手已
呼之欲出。除了景俊海、張國清、唐登傑、
唐良智，以及1日任陝西省委副書記並有望
接班陝西省省長的劉國中，其他履新者包括
北京市代市長陳吉寧、上海市市長應勇、江
蘇省省長吳政隆、河北省省長許勤、山東省
省長龔正、甘肅省省長唐仁健、遼寧省代省
長唐一軍、浙江省省長袁家軍、西藏自治區

主席齊扎拉、貴州省代省長諶貽琴、海南省
省長沈曉明。至此，去年以來已有16個省
（區市）的省級政府一把手調整。

唐良智曾任職湖北四川
公開資料顯示，新任吉林省代省長景俊海

現年58歲，曾在陝西省工作多年，歷任西安
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西安市發展計劃委(西
部開發辦公室)主任，西安高新區管委會主
任，西安市發展計劃委主任，西安市委常
委，西安高新區管委會黨工委書記、主任，
陝西省副省長，陝西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等職務。2015年6月，他離開工作三十多年
之久的陝西省，進京升任中宣部副部長，8月
後調任北京市委副書記。今年初，出任吉林
省副省長、代省長。
新任重慶市代市長的唐良智，現年58歲，

是湖北洪湖人，經濟學博士，先後在湖北、
四川兩省任職，官至湖北武漢市委副書記、
市長後，轉任四川成都市委書記。2017年3
月，唐良智職務再次變動，調任重慶市委副
書記。今年初，任重慶市副市長、代市長、
黨組書記，重慶市委黨校校長（兼）。
新任福建省代省長唐登傑現年54歲，早年

在上海工作，歷任上海采埃孚轉向機有限公
司總經理，上海汽車工業(集團)總公司副總
裁，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總裁，上海市工業
工作黨委副書記、市經濟委員會主任，上海
市副市長等職務。2011年，他調任軍工央
企——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先後出任該
集團總經理、董事長等職務。2017年5月，
任工信部副部長、國家航天局局長、國家原
子能機構主任、國防科工局局長等職。今年
初，任福建省副省長、代省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2016年至 2017年省級黨委換屆後，遼
寧、安徽、湖北、河北、上海軍方代表再
次「入常」。2016年12月，在遼寧省委
換屆中卸任常委的省軍區政委王邊疆少
將，近日二度出任省委常委。同時，三位
於2017年8月轉任現職的少將，安徽省軍
區司令員楊征、湖北省軍區司令員馬濤、
河北省軍區政委韓曉東，以及2017年5月
轉任上海警備區政委的凌希少將，兼任各

自省份黨委常委。昨日晚間，海南官方發
佈消息稱，海南省軍區司令員陳守民任中
共海南省委委員、常委。
「戎裝常委」又稱「軍方常委」，通常

由省級軍區政委或司令員出任。軍事科學
院研究員樊高月曾在公開報道中解釋道，
「戎裝常委」的主要作用是作為軍方代表
加強地方與軍隊的溝通。按規定，軍方常
委要出席地方的黨委常委會議，參與到地
方重大事項的決策中。同時，負責協調軍

地關係，協助地方的經濟社會建設。
2016年11月開始，各省級黨委開始換

屆，31省區市的 「戎裝常委」，並未出
現在各省區市新一屆常委班子中。對
此，國防部發言人楊宇軍曾回應稱，
「主要是因為今（2016年）明兩年正值
軍隊調整改革。經綜合考慮，省軍區主
要領導暫不參加所在省級黨委的換屆選
舉，待相關改革到位後，再按規定增補
進所在省級黨委常委班子。」

張國清
1964年8月出生，河南

羅山人，研究生，經濟學博

士，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

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八

屆、十九屆中央委員，歷任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總經

理、黨組副書記兼中國北方

工業公司董事長，重慶市委

副書記、市長等職。

唐良智
1960年6月出生，湖北

洪湖人，研究生，經濟學博

士，高級工程師。十九屆中

央候補委員，歷任湖北省武

漢市委副書記、市長，四川

省成都市委書記等職。

景俊海
1960年12月生，陝西白

水人，在職研究生學歷，工

學碩士，教授。十九屆中央

候補委員，歷任陝西省委常

委、宣傳部部長，省政府副

省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北京市委副書記等職。

唐登傑
1964年6月出生，江蘇

建湖人，同濟大學畢業，研

究生學歷，工商管理碩士，

高級工程師。歷任上海電氣

（集團）總公司總裁、上海

市人民政府副市長、中國兵

器裝備集團公司董事長、黨

組書記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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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國最高人民法院昨日印發關於充分發
揮審判職能作用為企業家創新創業營
造良好法治環境的通知，要求各級人
民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依法
平等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為企業家
創新創業營造良好法治環境。
通知強調，要嚴格執行刑事法律

和司法解釋，堅決防止利用刑事手
段干預經濟糾紛。要堅持罪刑法定
原則，對企業家在生產、經營、融
資活動中的創新創業行為，只要不
違反刑事法律的規定，不得以犯罪
論處。要嚴格非法經營罪、合同詐
騙罪的構成要件，防止隨意擴大適

用。對於在合同簽訂、履行過程中
產生的民事爭議，如無確實充分的
證據證明符合犯罪構成的，不得作
為刑事案件處理。
通知提出，要嚴格區分企業家違

法所得和合法財產，沒有充分證據
證明為違法所得的，不得判決追繳
或者責令退賠。要嚴格區分企業家
個人財產和企業法人財產，在處理
企業犯罪時不得牽連企業家個人合
法財產和家庭成員財產。

妥善認定政企合同效力
通知要求，要依法保護誠實守信

企業家的合法權益。要妥善認定政

府與企業簽訂的合同效力，對有關
政府違反承諾，特別是僅因政府換
屆、領導人員更替等原因違約、毀
約的，依法支持企業的合理訴求。
通知還要求，要努力實現企業家

的勝訴權益，切實糾正涉企業家產
權冤錯案件。要強化對失信被執行
人的信用懲戒力度，同時，對已經
履行生效裁判文書義務或者申請人
濫用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要及時
恢復企業家信用。要進一步加大涉
企業家產權冤錯案件的甄別糾正工
作力度，依法及時再審，盡快糾
正，並及時啟動國家賠償程序，依
法保障企業家的合法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
言人陸慷昨日宣佈：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邀
請，法蘭西共和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
將於1月8日至10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另據法國媒體報道，近年來中法關係日漸

精進，兩國的合作領域不但早已覆蓋政治、
經濟、文化、體育、國際治理等各個方面，
兩國高層也一直保持着積極的互動。去年
10月12日，法國新任駐華大使黎想在媒體
見面會上透露，法國正在籌備馬克龍總統訪
華事宜，具體時間或將在2018年1月左右。
此後，法國新任體育部長洛拉．弗萊賽爾、
法蘭西共和國歐洲和外交部長讓—伊夫．勒
德里昂、法國經濟和財政部長勒梅爾、法國
總統外事顧問埃蒂安等多位法國重量級政要
相繼訪華，可謂是為法國總統訪華作好了鋪
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網報道，記者近日從全國發
展和改革工作會議獲悉，2017年全面完成1,700億元
人民幣清費減負任務，2018年要加大力度治理「紅
頂中介」和行業協會亂收費問題，實行經營服務性收
費目錄清單動態調整。此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
新驅動發展、鄉村振興、經濟體制改革等列為國家發
改委2018年重點任務。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包括：推動實體經濟特

別是製造業轉型升級、提質增效；加快培育形成新動
能主體力量；破立結合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其
中，去產能要從總量性去產能轉向結構性優產能為
主，從以退為主轉向進退並重，促進產能利用率保持
在合理區間。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中，聯動推進國有
企業混合所有制、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激發企業家精
神三項改革；推動投融資體制改革全面落地，以直接
交易和增量配電市場化為重點深化電力體制改革，制
定石油天然氣管道運營機制改革實施方案。

最高法：為企業家營造良好法治環境 法總統馬克龍8日訪華 去年清費減負1700億

多省份「戎裝常委」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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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日前在face-
book撰文，以狹隘荒謬的邏輯演繹「一地兩檢」安
排，聲稱這種安排將損害基本法對香港的保障以及
香港法院的管轄權。這種思維方式和話語邏輯，反
映出極少數人從根本上不認同由憲法和基本法共同
構成的香港新法律秩序。這不僅無助於正確理解全
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合法、合理性，也不利於
香港社會向前發展。

張達明在文章中聲稱特區政府是用「一種嚴重破
壞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手段以達到『一地兩
檢』」。這種指控顯然是很不公道的。事實上，特
區政府為了令有關安排符合「一國兩制」和基本
法，與內地有關部門一起，進行了長時間的研究和
探討，考慮了各種各樣的方案和各界人士的意見和
建議，最終的研究結果認為「一地兩檢」是最佳做
法。因為在香港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區實行「一地
兩檢」，只是把本應設在內地的出入境通關查驗口
前移到香港特區的一個面積很小的特定區域，由內
地執法人員在區內執行內地出入境、海關、檢疫、
治安等相關法律。除此以外，香港法律的完整性沒
有受到任何影響，香港特區政府的相關部門依然按
照基本法規定的職權來履行職責，不會受到任何影
響，香港市民的權利也沒有任何損害，又怎麼會破
壞「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呢？

張達明在文章中還對「一地兩檢」作出了許多無
限擴大的荒謬演繹，聲稱香港特區將來可以透過人
大常委會根據第20條的授權，放棄第二十三條
「自行立法」的憲制責任及權力，交由中央直接立
法，或要求人大常委會授權特首無須經立法會通過

便能自行立法。甚至胡說什麼即使在出席立法會會
議和赴會途中，立法會議員仍然可以在西九的「內
地口岸區」或車廂上被逮捕云云。眾所周知，進入
內地口岸區的人士，都是要先在香港口岸辦理出境
手續，其目的地就是內地。而立法會議員又怎會在
出關經「內地口岸區」再出席立法會會議呢？這個
演繹實在是太荒謬離奇了！至於特區政府將來會直
接要求中央就二十三條立法，更是用嚴重背離正常
的法律邏輯來恐嚇市民的說法，連正常的法律思維
都已經沒有。

至於張達明引述2001年「莊豐源案」的終審法
院判詞指，香港法庭「有責任在常委會沒有作出
具約束力的解釋的情況下，按照普通法來處理法
律釋義」，聲稱人大常委會就「一地兩檢」所作
的有關決定，只能代表人大常委會的一種意見，
對特區法院解釋基本法並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
這更是對國家憲法以及終審法院判詞的錯誤理
解。從憲制和法治倫理而言，按照國家憲法，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其常設機
關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和法律的
最高解釋權。另外，全國人大常委會也擁有包括
執法監督等多項法定權力，其經過法定程序作出
的決定，雖然不是對法律條文的解釋，也同樣具
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張達明就全國人大常委會有
關批准「一地兩檢」合作安排決定的質疑，不僅
不符合法理，更是無視了香港回歸之後的新法律
秩序，他所作出的無限演繹更不符合法律邏輯，
僅僅是一些用泛政治化思維來代替嚴密的法律推
理而得到的荒謬結論。

不容對「一地兩檢」和人大決定進行荒謬演繹
反對派發起元旦遊行，有示威者企圖衝政府

總部東翼前地中央的升旗台，造成混亂，導致
有保安員受傷。時隔一日，涉嫌非法衝擊立法
會的梁頌恆、游蕙禎等人，被裁定控罪表證成
立。言論和集會自由受到法律保障，但須以合
法為前提，決不能以「理想崇高」為名，動輒
以激進暴力的行為衝擊法治，破壞社會安寧。
執法部門有責任依法嚴懲任何衝擊法治的言
行，煞住違法暴力歪風。公眾尤其是年輕人更
應以梁游的違法行為為戒，任何時候、任何情
況都應遵紀守法，理性表達訴求，維護香港尊
重法治的核心價值。

本港尊重言論自由，基本法和香港的法律保
障港人表達訴求的權利，特區政府批准公眾重
新使用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作為集會場地，亦顯
示政府尊重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願意聆聽市
民的聲音，與民共議同行。但與此同時，香港
作為成熟的法治社會，任何人表達訴求，包括
反映對現實的不滿，都必須在法治的框架內進
行，不能逾越法治的底線。若然為了宣洩不
滿，不惜採取違法激進手段，破壞正常的社會
秩序，甚至危及他人的人身安全，這樣的訴求
遑論「崇高」，連社會的基本認同都不能達
到，當然更不可能實現。

「佔中」之後的多宗案例，本港各級法庭
一再強調，無論政治理想有多崇高，也不可
以用違法方式表達不滿，無人能凌駕於法律
之上，犯法者必須要面對法律制裁。黃之鋒
等「雙學三丑」刑期覆核被判即時入獄一

案，上訴庭法官潘兆初的判詞指出，集會自
由從來都不是絕對的，所有參加集會的人士
絕對不能以行使言論和集會自由的名義，罔
顧他們必須遵守法律的法定責任而為所欲
為。他們必須亦只可在法律設定的範圍之內
集會，行使他們集會和言論的自由，「參加
集會的人士一旦僭越了法律所定下的限制，
便立時喪失了法律給予他們行使集會權利的
保障，並且必須承擔後果而受法律制裁。違
法者不能說法律制裁他們是剝奪或壓制他們
的集會和言論自由，因為法律從來都絕不容
許他們以非法的手段或方式來行使這些自
由。」梁頌恆、游蕙禎衝擊立法會，非法集
結表證成立，再次證明本港法律不容有人假
借集會和言論自由之名，挑戰法律定下的限
制。

本港社會近年時現歪風，有所謂「有識之
士」不斷鼓吹「違法達義」，曲解法治，煽動
他人犯法，導致少數年輕人無視暴力違法的嚴
重後果，反而視衝擊法治為榮，這是本港近年
遊行示威屢屢演變成暴力混亂的癥結所在。有
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是法治社會
的基本要求。對於視法律如無物、肆意衝擊政
府總部的示威者，當局必須依法辦事，追究有
關人等的刑責，以儆效尤；至於「佔中」的始
作俑者，暴力違法的鼓吹者、煽動者，更不能
讓其長期逍遙法外，只有讓其受到應有的法律
制裁，才能撥亂反正，才能根治暴力違法越演
越烈的歪風，還香港法治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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