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
「構建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
度，完善主體功能區配套政
策，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
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去年

4月，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國家公園管理局正式
掛牌成立，並於今年1月召開的全國林業和草原
工作會議上，提出加快推進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及
制定《全國國家公園總體發展規劃》。
經過60多年的發展，我國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

取得了積極成效，目前自然保護地已達1.18萬
處，佔陸地國土面積18%以上，已提前實現《生
物多樣性公約》（《公約》）到2020年達到17%
的保護目標。可見，國家一直不遺餘力地建設符
合《公約》所提出的具有生態代表性和互相連線
性的保護地。

現今管理成本高
雖然目前已組建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但長期的

多頭管理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短期內仍存在。另
外，我國對保護地的建設和管理主要由國家主
導，管理成本高，社會和市場參與度不足，難以
完全滿足新時代自然保護地的現代化需求。
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是保護

生物多樣性、履行全球《生物多樣性公約》之核
心，國家有必要針對當前所面臨的問題，推動系
統改革，全面提升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管理水
準，促進我國文明建設持續發展。
故此，民建聯建議完善國家保護地管理權屬和相

關法律制度，由國家擁有保護地所有權，及制訂區
內管理辦法和監管的權力，下放保護地管理經營權
予地方機關，實行分級管理，多方共治，強化監督
管理，完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建設。同時，應考慮
將中國國家保護地建設納入「一帶一路」倡議和
「南南合作」計劃中，推動中非兩國保護地建設和
管理的合作，帶動保護地旅遊業和就業發展，促進
中非兩國關係發展願景，並應修訂《中華人民共和
國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因保護國家和地方重點
保護野生動物，造成農作物或其他損失的，由中央
財政統一補償。 （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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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設灣事顧問 吸港青新主意
譚Sir：落手落腳 官民交流 迸發嶄新想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兩

會報道）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在今

年全國兩會提出建議，希望中央政

府可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設區事

顧問制度，委任各界、各階層港人

就發展政策提出建議，並在重大政

策推出前收集他們的意見。構思建

議的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顧

問制度可讓民間與政府有更多交

流，迸發更多新想法，並贊成讓更

多年輕才俊成為顧問，及容許有志

之士自薦。他強調，顧問一定要落

手落腳，不可以是「掛名」的「名

譽顧問」。

現行法例可處理搞事者現行法例可處理搞事者
在粵港澳大灣區

中，香港是唯一一
個沒有就國家安全
立法的地方。譚耀

宗引用特首林鄭月娥在去年施政報告
中表示，特區政府可以用現行法例處
理試圖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就好像用《社團條例》取締
『香港民族黨』，如果日後有人再搞

事，用《刑事罪行條例》的煽動罪處
理也可，很多大狀都說可以，條文舊
不等於它不能用。」

譚耀宗提到，林鄭月娥當時還表示，
會繼續努力創造有利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的社會環境。被問到何時是第二十
三條立法的合適時機，他認為沒有所謂
的「合適時機」，各人對此的看法也不
同，何時立法是由特區政府決定，又認

為政府做事會分先後次序。

欣賞林鄭施政 籲可加強溝通
談到林鄭月娥領導下的特區政府施

政，譚耀宗形容，他整體上欣賞對方，
社會也普遍認為目前「風清氣正」，社
會氣氛較為平靜和穩定，然而對方及政
府官員與政黨應有更好溝通。

譚耀宗舉例說：「有時很細微的事

也會引起社會關注，例如中環灣仔繞
道的路牌指示不清晰，如果事先找區
議員視察，就不會出現問題。又例如
派4,000元（『關愛共享計劃』），
如果事先跟我們政黨解釋程序，我們
一定會提醒，280萬人合資格申請，
但只印100萬份中文表格，30萬份英
文，那只是『攞嚟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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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建議完善國家保護地管理權屬和相關法律制
度。圖為錢江源國家森林公園。 資料圖片

譚耀宗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香港社會過去一年就

大灣區有很多討論，而上月公佈的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更指
明了方向，「香港很多人都想去大灣
區看看有什麼機遇」，強調大灣區要
發展得好，就需要更多民間參與，
「如果只是政府由上而下的推動是不
夠的，民間與政府只要來往、接觸得
多，就能迸發更多新想法。」

人數不拘 界別不限
為此，他建議增設區事顧問，直

屬於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主持的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人數不
拘，「100個又好，幾十個都好」，
凝聚香港各界別、各專業、各階
層，大家一起出謀劃策，或在重大
政策推出前協助收集資料和民意。
身處大灣區發展的大時代，譚耀
宗的建議也參考了另一個大時代－

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時期。他憶述，
當時中央委任了一批港事顧問，探
討如何令香港實現平穩過渡和保持
繁榮穩定，他也是其中一員，「不
過當時只是久不久開會讓大家提意
見，現在我想深化，區事顧問要落
手落腳做研究，他們不可以是名譽
顧問，掛個名就算。」

設自薦制 再作揀選
中央和特區政府一直宣傳大灣區

能為香港青年帶來龐大機遇，而現
屆特區政府也銳意吸納更多青年意
見，目標在任期內提升各政府委員
會的18歲至 35歲成員整體比例至
15%。
對於區事顧問應否按同樣比例吸

納青年才俊，譚耀宗表示，大灣區
事關下一代，贊成讓合適的青年人
選加入，但承認比較難找，「他們
經驗不太豐富，也不宜劃定要有多

少年輕人加入，最重要是合適。」
他又認為可以設立自薦制度，讓有
志之士請纓，再進行揀選。

做出成績 無懼抹黑
被問到反對派或會抹黑顧問制度

是「分餅仔」，譚耀宗認為，只要
大灣區發展上了軌道，讓港人看到
好處，他們就沒有理由反對，「就
好像『一地兩檢』，現在有很多人
坐高鐵，他們也沒有什麼反對。現
在說什麼『被規劃』、『被同
化』，但這是一個趨勢，也是為香
港好的。」
他強調，做事無需看反對派臉

色，只要是為大眾，就應該放膽去
做。同時，他也不會排除邀請對大
灣區有興趣的反對派中人加入成為
顧問，但大前提是他們有心建設大
灣區，「如果他們只是想着進去就
搞亂檔，那就無意思了。」

■■譚耀宗表示譚耀宗表示，，大灣區事關下一大灣區事關下一
代代，，贊成讓合適的青年人選加入贊成讓合適的青年人選加入
區事顧問區事顧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譚耀宗強調，顧問一定要落手落
腳，不可以是「掛名」的「名譽顧
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朗文 攝

 &

證監會昨向4間新股保薦人瑞銀、渣打、
美林、摩根士丹利開出本港歷來最大罰單，
總額達7.8億元。證監會主動出擊，毫不手
軟重罰作為保薦人的國際大行，展示從嚴監
管、維護本港金融市場秩序的決心，傳遞本
港盡力保障投資者利益的強烈信號，有利鞏
固本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中，本港肩負金融產業龍頭的重任，證
監會加強監管、整治市場，有利本港發揮示
範和引領作用，提升本港核心競爭優勢。

此次被罰的瑞銀、渣打等，都是國際著名
投行，在本港新股上市保薦業務上佔有較大
份額。但他們在擔任一些公司上市申請的保
薦人時，沒有履行應盡責任，造成投資者嚴
重損失，成為市場醜聞。例如瑞銀作為保薦
人，涉及中國森林、天合化工在內的3宗上
市申請，瑞銀的審查工作有重大紕漏，令這
3間不適合上市的公司獲得上市地位，但最
終倒閉，令投資者蒙受巨大損失。瑞銀因此
被證監會罰款3.75億元，並吊銷其有關牌照
為期一年。渣打、美林及摩根士丹利亦被證
監會施罰，罰款分別為 5,970 萬元、1.28 億
元、2.24億元，理由同樣是擔任保薦人時失
職。

證監會此次處罰力度空前，清晰傳達阻嚇
訊號。正如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所言：
「今次的行動是針對保薦人在上市盡職審查
所犯的過失，向市場傳達強烈訊息，證監會
高度重視保薦人操守，會毫不猶疑追究保薦
人失當行為的責任。」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多年IPO稱冠全球，保證上市公司的質

素，關乎香港金融市場聲譽，與增強投資者
信心息息相關，必須杜絕一切上市公司、持
牌交易商、放貸人及金融諮詢服務機構互相
勾結、欺詐集資的行為。證監會近年加大力
度監管保薦人，已處理 30 宗涉嫌保薦人失
當行為的調查，今年上半年擬起訴約60 家
公司及個人。證監會從嚴監管，清理市場風
險，穩固本港全球最安全投資市場的地位，
有利本港在內地資本市場擴大開放中發揮更
重要作用。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證監會主席雷添良
近日在北京兩會表示，在香港參加金融行業
的中介機構不少是內地的，所以跨境的監管
和執法合作對雙方來說非常重要，監管是工
作重點。近年滬港通、深港通相繼推出，內
地企業來港上市數目大增，市場變得複雜，
香港證監會推出前置式監管，集中力量查處
大案，對互聯互通後的市場監管，有一定示
範作用。

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定位是國際
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自
然應擔當起大灣區金融、航運、貿易的領導
者角色。大灣區規劃綱要提到，擴大香港與
內地居民和機構進行跨境投資的空間，穩步
擴大兩地居民投資對方金融產品的渠道，建
立資金和產品互通機制。證監會加強金融市
場監管，進一步構建法治、廉潔、高效、高
水準的國際集資融資平台，能夠吸引更多內
地的創新企業來港上市，把香港金融市場做
大做強。

證監從嚴監管 有利港發揮金融龍頭作用
美國國務院發表年度人權報告，又再詆譭中

國人權狀況，更指責中國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聯
手限制表達不同政見。政府發言人回應指，外國
政府不應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
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尊嚴天經地義，亦是國際慣
例，美國政府也奉為圭臬，有何權力和道理對香
港特區說三道四？美國人權報告對本港的指控不
盡不實，多數建基於本港反對派長期以來的扭曲
甚至捏造，反對派告洋狀，勾結外力反中亂港，
實在是倒香港米，令港人痛心和不齒。

美國的報告花了不少篇幅提及特區政府取締
「民族黨」一事，並以《國歌法》立法、鄭松
泰、古思堯侮辱國旗區旗罪成、「香港眾志」成
員被DQ、政府譴責戴耀廷有關「港獨」言論等
為例，指控中央和特區政府打壓言論自由、學術
自由。

但問題的實質是，「港獨」、「自決」危害
國家安全，損害香港繁榮穩定，在中國領土上乃
至全世界，都是零空間零容忍。特區政府對國家
和香港負責，遏制任何形式的「港獨」言行理所
當然，是履行義不容辭的憲制責任。同樣，特區
政府將侮辱國旗區旗的人送上法庭，讓其接受法
律裁決，依法維護國家尊嚴，體現的是公認的普
世價值，實在無可挑剔。

看看美國總統特朗普及美國政府如何重視國
家安全、如何對待不尊重國歌的行為，足以明白
美國對香港人權的指控，完全是雙重標準，非常
荒謬可笑。特朗普一上台就宣稱，經濟安全就是
國家安全，立即以國家安全為名，向全球各國大

打貿易戰；更以國家安全至上，不
惜繞過國會，撥款

興建邊境圍牆，完全不把國內指他違憲違法、漠
視人權的批評放在眼裡；有運動員在賽場上奏國
歌時拒絕肅立，而以單膝跪姿面向國旗，以示對
美國種族問題的不滿，特朗普頻頻發難，惡意咒
罵，更呼籲球會老闆解僱有關運動員。美國能夠
維護國家安全至上、嚴令國民尊重國歌國旗，特
區政府也這樣做，為何就變成侵犯人權的罪狀？

更令人側目的是，去年6月，美國宣佈退出聯
合國人權理事會。中國外交部、英國外交大臣和
澳大利亞外長均表示遺憾，歐盟更發聲明批評美
國的退出行動；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扎伊
德‧侯賽因則指出，美國退出人權理事會的決定
背後，是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退步。至於美國國
內，槍擊案氾濫成災，導致千百人死亡，而槍械
管制寸步難行，國民連最基本的生存權都無保
障；美國的貧富懸殊是西方國家中最嚴重，種族
歧視、女性遭受性騷擾和性侵犯的問題層出不
窮，美國人權紀錄可謂劣跡斑斑。

此次美國政府人權報告有關香港的內容，與
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去年
發表的報告，以及早前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
抹黑香港的言論大同小異，更和本港反對派長
久以來「告洋狀」的說辭如出一轍，顯示反對
派抹黑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一面之辭，正是美國
攻擊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彈藥」。美國企圖利
用「一國兩制」的特殊性，加緊煽動本港反對
派唱衰國家和香港，吸引國際反華勢力插手，
阻礙中國發展。這樣做的後果，嚴重破壞「一
國兩制」，損害香港整體利益。全港市民必須
高度警惕，全力抵制反對派勾結外力顛倒是
非、興風作浪。

美國評港人權不盡不實 反對派勾外力倒香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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