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飛：提委會組建體現均衡參與
簡介人大香港政改決定 四大界別組成可商討

新聞速遞
【中科院46人被認具世界級影響

力】根據湯森路透近期公佈的2014
年全球高被引科學家名單，中國
（含港澳）共有134人入選2014年
「高被引科學家」，排名世界第
四，其中，中國科學院有46名研究
人員入選。
【澳媒稱近千萬中國富人欲移居

澳】據澳洲網報道，有專家近日
稱，有近1000萬中國富人打算移居
澳洲，對澳洲人生活方式的嚮往是
他們選在墨爾本郊區購置房產的重
要原因。 ■中新網
【日擬暫緩將「能對敵基地攻

擊」寫入美日防衛協定】日本暫緩
將「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寫入正在
修訂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日
媒稱，該能力以應對朝鮮發射彈道
導彈為假想，美方擔心可能刺激到
中國和韓國等周邊國家，要求慎重
對待。 ■環球網
【簡氏：中國延長永興島跑道】

簡氏防務周刊稱，中國仍在繼續擴
大南海西沙群島第一大島嶼永興島
的跑道，這將提高解放軍空軍在這
裡起降戰略運輸機的安全。

■環球網
【華公佈80處國家級抗戰紀念遺

址名錄】為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
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國
務院日前將第一批80處國家級抗戰
紀念設施、遺址名錄予以公佈。

■中新網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經濟參考報報道，記者調查發現，
被視為最賺錢的壟斷金融機構收入「鴻溝」巨大「高管
幹一天，櫃員幹三月」；薪酬標高，旱澇保收，赴國有
金融機構任職甚至淪為個別官員的「養老歸宿」。
從國有控股金融機構年報來看，一段時期以來，「一

把手」固定薪酬普遍超過百萬，部分高管已突破500萬
元。
業內人士表示，由於普遍按級別確定收入係數乃至增
速，各類金融機構內部收入「鴻溝」日漸拉大。以中行
信貸風險總監一職為例，2013年平均日賺1.57萬元，
加上績效部分則日進2 .3萬元。在長三角地區，部分銀
行的派遣制「編外」櫃員年收入僅5萬至6萬元，「高
管干一天，櫃員干仨月」，高管薪酬超過基層員工約百
倍。

金融高管與員工薪酬相差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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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電 9月1日，雲南省魯甸縣龍頭山
龍泉中學開學，全校2,300多名學生與救災人
員在騾馬口村的板房學校舉行隆重升旗儀
式。雲南省教育廳副廳長宋光興表示，魯甸
災區549所受災學校9月1日都將按時開學。
當天天空放晴，學生們穿着整齊的服裝參

加升旗儀式。在現場，不少學生家長也參與
此次特殊的升旗儀式。升旗前全體人員對地
震中的遇難者進行默哀。
升旗儀式結束後，學校將開始震後第一

課。由中科院下屬心理專家團隊以及培訓過
的老師為學生上課，讓學生恢復自信，同時
教授防震知識。龍泉中學校長李明響說，開
學秩序絕對可以保證正常進行，學生心靈在
逐步恢復平靜。
學生家長馮忠喜說，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孩

子開學升旗儀式，因為地震，孩子心靈受到
傷害，希望通過自己的陪伴，給孩子堅強的
依托。
雲南省教育廳副廳長宋光興表示，開學後

所有災區學校將進行心理疏導課，對學生進
行干預，幫助他們走出陰影。

香港文匯報訊《第一財經日報》統計發現，2012年11月選舉的171名十八
屆候補中央委員（候補中委）中，截至目前，至少有64名候補中委的職務進
行了調整，佔候補中委總數的37%，這其中，有21人由副部級升至正部級幹
部(不含軍隊)，有4人由正廳級升至副部級，其餘幹部在級別上雖屬平調，但
也多出任更為重要的職務。另外，截至目前已有4名候補中委落馬被查。
這21名由副部級升至正部級的幹部中，有10人升任省級政府正職。十八大
結束後不久的2012年12月，曾有一波密集的省級黨政一把手調整，新任政府
一把手不少是來自省級黨政副職，他們也多是候補中委。
也有一些候補中委級別沒有陞遷，但擔任更重要的職務。例如，在2013年4

月展開的一波省級黨委專職副書記密集調整中，不少原先擔任大市市委書記或
省級組織部長的候補中委升任專職副書記。

18大後候補中央委員職務調整
21人副部升正部

中新網電 進入9月，《關於加強和改進機動車檢驗工作的意見》、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節約
集約利用土地規定》、《高等學校學生學籍學歷電子註冊辦法》等一批
法律法規正式實施。

試行私家車6年內免檢
公安部、國家質檢總局日前聯合出台機動車檢驗制度改革新措施。主

要包括加快檢驗機構審批建設、試行私家車6年內免檢、推行異地檢車
等服務措施、加強對檢驗機構的監管、政府部門與檢驗機構脫鈎、強化
違規違法問題責任追究等。

最高法明確工傷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8月20日通報《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
件若干問題的規定》，規定職工在合理時間內往返於工作地與配偶、父

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線的上下班途中發生事故的，亦可認定為工
傷。
《規定》並明確四種上下班情形：(一)在合理時間內往返於工作地與
住所地、經常居住地、單位宿舍的合理路線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
時間內往返於工作地與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線的上下班途
中；(三)從事屬於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動，且在合理時間和合理路
線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時間內其他合理路線的上下班途中。

安全生產法12年大修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31日表決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
關於修改安全生產法的決定。12年大修後的安全生產法進一步加大了對
生產經營單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法律規定，對發生生產安全事故的
單位，按照一般、較大、重大、特別重大四類事故等級分別處以最低20
萬元最高2千萬元的罰款。

中國一批新法正式實施

黨報：中央對香港政治體制有決定權
香港文匯報訊《人民日報》1日發表題為《走好香港政

制發展的關鍵一步》的社論，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作
出的決定。
社論指出，這既是一項重大法律決定，也是一項重大政

治決斷，體現了中央落實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的堅定立場。
社論稱，按照中國憲法的規定，對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

度，包括政治體制，中央有決定權。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
定，對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中央
有決定權。
社論稱，香港特區實行行政長官普選，也是香港回歸以

來最重大的政治問題，關係到「一國兩制」方針的正確實

施，關係到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關係到香港的長
期繁榮穩定。
社論認為，一段時間以來，香港社會關於行政長官普選

問題的爭議激烈，表面上是制度之爭、規則之爭，實質上
是政治問題。「這個政治問題的核心就是：要不要遵守香
港基本法，要不要堅持愛國愛港者治港的界線和標準。」
社論批評「一些人要求在基本法之外另搞一套所謂的普

選辦法，如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就不是『真普選』，就
不符合所謂的『國際標準』，有些人甚至為了一己之私騎
劫香港民意，不惜破壞香港法治傳統和社會秩序……其目
的，就是要扮演攪局者和麻煩製造者的角色；其實質，無
非是想把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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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
長、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饒戈
平8月31日出席全國記協新聞茶座時
表示，如何判斷是不是「愛國愛
港」，有三個環節可以考察。第一
步，1,200名提名委員會對候選人進行
政治考量，考量他過去的表現和他可
能提出的施政綱領來判斷他是不是真
正「愛國愛港」。第二步，320萬香港
符合資格的選民有政治判斷，他們期
待一個怎樣的特首領導他們溝通和中
央政府的關係，取得中央最好的一種
支持，他們會有一桿秤來判斷「愛國
愛港」。第三步，中央政府任命行政
長官時，會考察其政治覺悟。「早點
提出這樣的政治要求是有言在先，為
了防止香港普選出現誤差，防止以後
出現一些不願意看到的憲政危機。」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指

出：「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香港基本法
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
成。」全國人大委員會將此規定中的
「參照」確定為「按照」。饒戈平指
出，此前的「可參照」是帶有指引性
的，多少帶點選擇性含義。「按照」
是帶有一種確認、確定性，意味着必
須依據這個規定。
如果2017年政改方案無法通過，特

首將如何產生？饒戈平強調，如果政
改方案無法通過，只能按照現在的行
政長官產生辦法來產生2017年行政長
官，這個原則全國人大在三次相關決
定中都有明確表示。按照該原則選舉
特首，一方面說明中央會嚴格按照法
律辦事；另一方面表明中央推動香港
普選的意願和立場是不會改變的。

范太指特區立法仍有商討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人大常委會8月31日

通過關於香港普選行政長官的決定，明確列
明普選的法律框架。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
當日在北京指出，人大常委會就政改作出的
決定，在香港特區本地立法仍有不少商討空
間，包括參選門檻，以至能否以個人票代替
公司票及團體票等。
范徐麗泰說，人大常委會就政改作出的決

定，在本地立法仍有不少商討空間，包括參
選人需獲得多少名提委會委員推薦才能參
選、假如只有一名候選人的解決方法，以至

能否以個人票代替公司票及團體票等，「我
相信，此時此刻投票，『泛民』是不會支持
的，但民主發展不是一下就停。香港選舉制
度會按香港實際情況再作改變。」
她續說，反對派提出「佔中」行動的說

法多時，有中央官員認為絕對不能退縮，
否則將來情況會變得更難控制，「今次人
大常委會的決定，在核心問題上設立框
架。如果不設框架，香港會出現爭拗。中
央也認為，擾亂香港金融制度等同影響國
家安全。」

■十二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十次會議
表決通過全國人大
常委會關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普選問題和2016年
立法會產生辦法的
決定。 中新社

■有市民在
會 場 外 集
會，支持全
國人大常委
會就香港政
改問題作出
決定。

中新社

■9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秘書長李飛（左二）在香
港國際機場亞洲博覽館出席
政制發展簡介會。 新華社

■9月1日，雲南魯甸龍頭山鎮的龍泉中學臨
時活動板房學校學生參加開學升旗儀式。

新華社

李飛當日出席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的簡介
會，並發表題為《深入理解人大常委會決定依法落實行政長官普

選》的講話。他表示，關於提名委員會的規定符合香港基本法，體現了
均衡參與的原則，同時有利於凝聚社會共識。

倘重走五步曲要符規定
他也指出，假若2017年無法落實普選，下一屆政府即使重走五步曲，
仍要符合基本法相關規定。他又指，四大界別的組成可以討論，但現時
的制度已經十分高明。
李飛說，行政長官普選時，候選人要由提名委員會提名，是基本法起

草過程中香港社會的共識，從立法原意上講，提名委員會和選舉委員會
的組成是相同的。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規定提名委員會要按照目
前的選舉委員會組建，完全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
他同時表示，香港回歸以來行政長官的選舉實踐證明，選舉委員會能

夠涵蓋香港社會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士，體現了社會各階層、各界別的
均衡參與，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李飛進一步解釋說，行政長官普選時，全香港合資格選民依法享有一

人一票的投票權，怎麼體現均衡參與？最主要的是通過提名委員會，使
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在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時，有平等的發言權。

提名制度保持公平公正
此外，李飛強調，考慮到有關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規定是

2010年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時作出的，並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委
員總數已從800人增加到1200人，四個界別同比例增加，獲得各方面的
認同和支持，提名委員會按照這一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
辦法作出規定比較適當，有利於凝聚社會共識。
就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獲得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支持，李飛表示，這一

規定除符合香港基本法規定外，也保持了提名制度的公平公正。
李飛同時說，2016年第六屆立法會產生辦法不作修改，這樣規定符合
循序漸進地發展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的原則，符合香港社會的
多數意見，也有利於社會各界集中精力優先處理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併
為在行政長官普選實行後實現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創造條
件。

相信港有能力處理「佔中」
他也表示，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如果有人真正發動「佔領中環」，
中央相信香港特區政府，尤其是高素質的警隊和執法機構，在廣大香港
市民的支持下，一定有能力加以處理，維護香港的社會安寧，維護廣大
市民人身和財產安全，中央始終是香港特區的堅強後盾。

政改決定政改決定政改決定人大通過 新華社電 全

國人大常委會副

秘書長李飛1日在香港說，將來香港基本法附件

一修正案規定的提名委員會，應沿用目前選舉委

員會由1200人、四大界別同等比例組成的辦法，並維持香

港基本法附件一現行有關委員產生辦法的規定。他也表

示，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中央相信香港特區政府一定有

能力加以處理，維護香港的社會安寧，維護廣大市民人身

和財產安全，中央始終是香港特區的堅強後盾。

■范徐麗泰 高麗丹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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