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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5日上午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体会
议，启动法律解释程序，将对香港基本
法第104条作出权威性解释，为依法处
理香港立法会议员选举及宣誓中发生的
问题指明方向。香港各界对此表示支
持，认为此番释法不仅来得正是时候，
也是彻底解决相关争议的最佳办法。

释法遏“独”

香港《文汇报》刊发社评称，近日
有人借立法会议员就任宣誓公然辱国播
“独”，危及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冲击
“一国两制”底线，损毁香港繁荣稳定。
兹事体大，更显出此次人大释法具有必
要性和迫切性，必须通过释法向香港传
递清楚信息，中央在“港独”问题上没
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

香港《大公报》的社评认为，个别
议员辱华“誓词”风波已在全国范围内
掀起“巨浪”，不少人都“摩拳擦掌”喊
打、义愤填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此社
会氛围和贯彻落实基本法的权责下，释
法已是唯一出路，不释法无以对基本
法、更无以对全国人民交代。

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谭允芝指出，梁
颂恒、游惠贞两人利用所谓的“言论自
由”，踩到国家安全、领土完整这些“最底
的底线”，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决定主动
释法。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也
支持人大释法。她表示，倘若有人宣扬
“港独”而中央不采取行动，就无法向全
国人民交代。“如果‘港独’分子在立法
会、在特区政府架构里宣传他们的言
论，影响会很恶劣。”

香港主流民意对此深表认同。有香

港传媒近日进行网上民调，结果显示
95%的被访者支持人大主动释法。网友
“靓姐”表示，原本“港人治港”、由行
政主导的设计，已被反对派搞变质，“一
国”被刻意排除在外，港人不能再忍受
下去了。如果中央再不出手，以后将不
可收拾。

释法止争

梁爱诗并不认同反对派中有人声称
“人大释法会破坏香港法治”的说法。她
说，根据国家宪法第67条及香港基本法
第158条，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法律的
解释权。香港《星岛日报》的社评也
称，基本法赋予了人大释法的权利，而
且中央向来都非常审慎运用这权力。《文
汇报》的评论文章回顾了过去19年人大
的4次释法，每次释法都有效厘清了法
律争议，为法院判决提供明确依据，不
仅没有破坏香港的司法独立，反而起到
释疑止争、凝聚共识的积极效果。

香港《商报》 5日头版的评论员文
章认为，这次人大释法，不单来得正
是时候，也是彻底解决相关争议的最
佳办法。人大主动释法，就可发挥一
锤定音的作用，并尽早妥善厘清法律
原则，将目前笼罩香港及立法会的不
明朗因素排除。
“如果让不爱国、不承认自己民族的

人管治香港，他们又怎会为香港前途着
想？岂不是让他们搞乱香港，将香港推
入死胡同？”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民建联
副主席陈勇认为，这次人大释法有助于
正本清源，让香港基本法第104条条文
不留半点灰色地带。不爱国、鼓吹“港
独”者绝不能管治香港，要确保“一国
两制”不走样、不变形。

香港渔民团体联会、香港农业联合
会4日也发表声明，支持人大释法，尽
快厘清宣誓问题，平息纷争；尽快将任
何“港独”势力及辱华议员逐出议会，
确保立法会议员效忠国家及特区，维护
“一国两制”及香港的繁荣稳定。

释法护港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港区全国
人大代表谭惠珠表示，此次人大释法可
能会具体规范立法会议员宣誓时的形式
和行动，“能够作出合法、有效力的宣
誓，才表示他有能力担任、就职出任议
员。”在释法后，对于今后如何处理“港
独”的问题，可能也会有相应基础。
《文汇报》评论文章也分析认为，对

基本法第104条规定的宣誓问题进行清
晰解释，不仅针对目前情况，更在于长
远有效遏止“港独”，彻底阻止“港独”
分子混入香港建制架构，不容“港独”

分子在香港的建制架构内兴风作浪。
中澳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中华司

法研究会理事马国恩举其他国家为例
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都有不成文规
定，只有对国家效忠的人才能成为公职
人员，而且在就职时必须正式宣誓效忠
国家，绝不能儿戏了事。香港中小型律
师行协会创会会长陈曼琪强调，香港立
法会议员的誓词中“拥护基本法”，代表
的是整份基本法，而非只拥护某几条自
己喜欢的条文，有关人等必须履行法律
赋予的责任。

香港《明报》的社评则指出，此次
释法给港人传达的信息十分清楚，那就
是“港独”是绝对不能碰触的红线。要
使香港免遭“港独”危害，港人只能以
实际行动遏制“港独”，勿再养痈遗患。
特区政府应该尽快制订全面策略，在立
法、文化、教育等方面实施一系列政策
措施，打压和教化兼备，全面应对“港
独”，使之不能祸港害民。

香港主流民意欢迎人大释法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京举行。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本报金门11月6日电（记者张盼、吴储岐）2016
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今天上午在金门开幕。峰会大陆
方面理事长曾培炎、副理事长盛华仁，台湾方面理事
长萧万长、副理事长江丙坤以及两岸经贸界人士和学
者约500人出席会议。

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曾培炎在开幕式上表示，一
年来，大陆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采取了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的一系列举措。当前经济运行进入阶
段趋稳的态势明显，内在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只
要宏观政策得当，未来2至3年，大陆经济将会维持目
前中高速发展态势。

曾培炎指出，2008年以来，两岸在“九二共识”
共同政治基础上，搭建起和平发展与经济互利共赢的
桥梁，有效推动了两岸经济、社会、民生等诸多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其丰硕成果惠及两岸民众。大陆方面
多次表明，对台大政方针不因台湾政局变化而改变，
将继续坚持“九二共识”政治基础，坚决反对“台
独”，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继续推进两岸各领域交
流合作，继续支持两岸产业界以民间形式进一步加强
交流，深化合作，共同发展。

曾培炎表示，大陆市场在继续做大，希望台湾企
业家能够抓住机遇，挖掘新商机，更好分享大陆发展
红利。两岸企业家有责任、有义务行动起来，维护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更好利用和发挥两岸企业家峰会民
间交流渠道的作用，为两岸经济合作营造良好环境。
要更多关注青年，更好地帮助青年成长，让“两岸一
家亲、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在两岸青年中得

以传承弘扬。
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萧万长在致辞时表示，当前

全球经济和两岸关系发展面临若干变数，两岸企业合
作面对的问题也更为复杂，亟须以新的思维和新的做
法，营造企业合作的永续环境，规划更为具体的实践蓝
图，以促进两岸产业融合。萧万长强调，在当前两岸关
系出现波动的情况下，应更加重视民间的合作关系，并
充分利用峰会的平台，维持两岸经贸往来及双方密切
合作，发挥维护两岸和平发展大局的积极作用。

本届峰会年会为期两天，11月7日将在福建厦门举
行宏观经济、能源石化装备、金融、信息家电、成长
型和中小企业、文化创意、生物科技与健康照护等7个
产业合作推进小组的专题论坛和分论坛以及本届峰会
年会的闭幕式。

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金门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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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1月6日电（刘启
民）“2016海峡两岸肝脏移植与健
康论坛”5日在清华大学举行。论
坛由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主办，中国
研究型医院肝胆胰专业委员会、台
湾联合报社协办，两岸数十位专家
学者与医务工作者就“肝脏移植进
展与两岸交流”“中国内地亲体肝
移植之推动与未来”“中国器官捐
献与获取组织发展现状”“肝癌肝
移植标准”等进行深入研讨。

论坛上还举行了聘任仪式，台
湾高雄长庚纪念医院名誉院长、中
国工程院院士陈肇隆获聘为北京清
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名誉主任。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
家鸿在致辞时表示，该院作为台湾

著名企业家王永庆先生捐建的医
院，吸收了台湾先进的医疗技术与
管理经验，十分重视两岸医学交
流。陈肇隆院士作为国际著名的肝
脏移植专家，在该领域具有丰富经
验和诸多创新成果。北京清华长庚
医院希望与台湾高雄长庚纪念医院
密切合作，推进两岸肝脏移植合
作，共建海峡两岸肝移植器官分配
与共享体系，惠及更多两岸同胞。

陈肇隆在致辞中回顾了30多年
来从事肝脏移植的职业生涯，以及
往来两岸传授肝脏移植技术的人生
经历。从1995年第一次踏上大陆起，
20多年来他到访大陆130多次，先后
帮助重庆、北京、上海、新疆等地的
医院开展肝脏移植手术，为大陆培

训了百余名肝脏移植医生。他表示，
两岸医学界应加强交流，探讨建立
合作机制，增进两岸民众福祉。

台湾联合报社社长项国宁表
示，联合报去年与两岸有关机构合
办首届健康论坛，获得积极反响。
今后将继续拓展两岸医疗健康事业
资源，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手段，举
办多元化活动，推动两岸健康信息
传播和医疗事业合作。

北京市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局长
于鲁明表示，肝脏移植是治疗晚期
肝癌患者的有效方法。此次论坛的
召开有助于促进两岸相关医学交
流，推动大陆肝脏移植技术发展。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是由清华大
学与北京市共建共管的大型综合性
公立医院，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台塑
关系企业和台湾长庚纪念医院的捐
建。医院于 2014年 11月开业，目
前开放床位近1000张，日均门诊量
逾2000人次。

两岸研讨肝脏移植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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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11月6日电（记者陈然）今日下午，第四届“紫荆杯”两岸四
地青少年书画大赛暨“我为香港画名片”香港中小学生绘画比赛颁奖典礼及
作品展在香港大会堂隆重举行。
“紫荆杯”书画大赛旨在弘扬国粹，提升两岸四地青少年对中国传统书画

艺术的鉴赏力及修养，参赛作品近万幅，本次展览共展出92幅获奖作品；而
“我为香港画名片”绘画比赛则让热爱绘画的中小学生发现并欣赏香港之美，
在近千幅学生画作中共有86幅获奖作品展出，其中特别优秀的作品还将被制
作为明信片或新年贺卡，在全港发售。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杨健、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
副特派员胡建中及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吴克俭等担任主礼嘉宾并致辞。
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及台湾的社会各界人士近400人出席颁奖典礼及展
览开幕式。本次展览于香港大会堂展览馆举行，展期至本月8日。

两岸四地青少年书画大赛颁奖

港浸会大学在京举办课程展

据新华社上海11月6日电（记者涂一帆）爱要及时，孝要及行。6日，第
一届旺旺孝亲奖——词曲、摄影、微电影比赛颁奖典礼在上海举办。这项总
奖金150万元人民币的比赛，吸引来自全球234个城市的参赛者投件。通过镜
头、音乐旋律和文字内容，参赛者用丰富多样的形式刻画出父母们无私的奉
献和亲情间的互动。

首届旺旺孝亲奖比赛，备受华人圈瞩目。据了解，旺旺孝亲奖由中国旺
旺控股有限公司主办、蔡衍明爱心基金会协办，首届比赛以“朝念父志，暮
思母恩”为主题，自7月1日至8月31日在网络上面向全球华人征集歌曲、摄
影、微电影三类作品。

台企设“孝亲奖”在沪颁奖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张晶、王小
旎）从5日起，香港全面提高买卖住宅物
业印花税率，无论交易价格，税率划一
调高至交易额的15％。交易时无物业的
港人，可获豁免新税率。业内人士分析
认为，此次“辣招”比以往都要更
“辣”，能迅速让炽热的楼市降温，有效
遏制本地和海外投资需求。

记者了解到，有地产商新盘原定于
下周二推出新盘，然而受新政策影响5日
宣布暂停推售，新的销售日期将另行公
布。而当日如常销售新盘的楼盘示范单
位门外，市况也较往日冷清。

丽嘉阁地产总裁廖伟强表示，投资
者尚未消化“加辣”的消息，预计近来
入市的投资者会大幅减少。对于首次置
业人士来说，也更多抱持观望态度，考
虑“加辣”会否导致楼价下跌。

业内人士表示，以一个楼价为400万
港元的细价单位计算，已拥有物业的港
人，此前要交4.5％相当于18万港元的双
倍印花税，在税率统一调整为 15％后，
印花税增至60万港元，总价上相当于楼
价增加逾一成。

除了抑制本地投资需求，业内人士还
分析指出，新措施也严厉打击了海外买
家。由于针对非本地居民须付15％的买家
印花税继续适用，加上新“辣招”中统一规
定的15％物业印花税，意味着海外买家在
香港置业需缴付高达30％的税款。

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表示，政府这
次新“辣招”将立刻见效，近来预计成
交数字会减少一半以上。因为加幅会令投资者前5年的租
金都未必足以缴付印花税，预计不少人接受不了。

地产界人士分析预计，200万港元以下的细价楼买家
及“楼换楼”投资者将首当其冲，由于双倍印花税率由
最低的1.5％激增至15％，加幅高达10倍，料未来两月住
宅交投量将大幅急挫三到四成。

对于此次“加辣”的预期效果，特区政府财经事务
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5日表示，香港楼市炽热，较大原因
为投资者所致，为免影响自住人士的福祉及维持市场稳
定，特区政府提高相关税率使楼市降温。

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表示，特区政府
留意到今年9月楼价同比上升2.8％，与2013年2月双倍
印花税推出之前每月2.7％的升幅相若。特区政府若不出
手，楼市亢奋程度只会增加，并冲击整体环境。

在房屋供应方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
未来3到4年潜在一手楼供应将有9.3万个，比4年前高出
4.3％，说明供应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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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1月5日电（记者赵珊）5日上午，香港浸会大学在京举办研究
生课程展，各院系负责人现场为同学们全面解析课程亮点、招生政策及就业
方向等内容。

香港浸会大学今年迎来60周年校庆。浸大是香港第二所历史最悠久的高
等教育学府，在香港的教育发展史上创下了不少的“香港第一”。

自教育部2003年开放香港高校招生内地生以来，浸大面向内地招收全日
制修课式研究生课程已有13年。13年来，修课式研究生课程凭借其修读年期
短、教学方向国际化、课程设置多元化及实用性强等特点，赢得了越来越多
内地学生的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