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今天（3
日）下午將在人民大會堂開幕，全國政
協主席賈慶林將向大會作政協全國委員
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會議還將聽取
全國政協副主席林文漪作政協十一屆四
次會議以來提案工作報告。據悉，此次
會議期間將在人民大會堂分別舉辦 「穩
中求進，推動經濟社會科學發展」 和
「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促進文化大發展
大繁榮」 兩場記者會。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日電】

全國政協今開幕
聚焦經濟穩中求進 深化文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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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開幕會

●審議通過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
五次會議議程

●聽取賈慶林主席作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
委員會工作報告

●聽取林文漪副主席作政協全國委員會常
務委員會關於政協十一屆
四次會議以來提案工作情
況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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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特寫

有一種巧合叫民主政治

關 昭

立會查曾無必要 扔石頭者作惡多 反對派遊行螳臂擋車

社 評 井水集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
反對派議員提出要動用 「權力及特權法
」 調查特首曾蔭權接受富豪款待的事件
，但在大多數議員反對下，動議被否
決。

有關動議的被否決，實屬理所當然
。人們要問的是，反對派提出這一動議
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是要主持社會公義
、是要為市民求取更多福祉嗎？答案是
完全相反，他們提出動議的目的只有一
個，就是乘勢搞事，鼓吹反政府，把事
件政治化，進一步在特首選舉的關鍵時
刻蠱惑人心、搞亂香港。

反對派議員此種 「趁火打劫」 的行
徑是十分卑劣的，也與客觀事實和香港
社會的核心價值不符。毫無疑問，曾蔭
權在事件中的判斷是有偏失的，但要真
正評價一個人的是非功過，不能只看一
時一事、更不能只 「攻其一點、不及其
餘」 ，把事件無限上綱。

必須指出的是，曾蔭權作為一個從
二級行政主任開始公職生涯的公務員，
四十多年來是努力工作、服務市民的；
而最為難得的是，他在九七回歸這一歷
史轉折關頭站到了國家民族利益這一邊

，他滿腔熱情地出任特區政府財政司司
長、政務司司長的新職，落實以基本法
有效施政，在當時十八萬公務員團隊中
是起到正面作用的。

更難得的是在首任特首董建華先生
因健康理由任中請辭時，他得到中央祝
福，當選續任、後再連任，在特首位子
上工作了七年多，勤勤懇懇、任勞任怨
，力求準確完成中央和港人交託的重任
。從一個殖民政府中級官員到成為特區
之首，曾蔭權這個 「香港仔」 頂住了不
少壓力和流言，始終努力跟上形勢、堅
持愛國愛港，這種表現和貢獻，又豈是
今日一兩宗乘富商遊艇、坐私人飛機、
租住豪宅事件所可以否定得了的？

而恰恰相反，前日大會和昨日內會
上聲色俱厲地要譴責特首、調查特首、
彈劾特首的反對派議員，他們又有什麼
資格和權利講這些說話、提這些動議？
他們是最高道德標準、從不犯錯的聖人
和完人麼？

事實是，這些反對派議員，長期以
來幹盡一切抗中亂港的醜事和壞事，他
們對港人社會的傷害和破壞，比什麼飛

機遊艇豪宅要嚴重十倍、百倍，他們根
本不配去調查、指控任何人。就像港區
天主教樞機湯漢昨日引用 「聖經」 中耶
和華的箴句所指出，在向 「罪人」 扔石
頭時，請先問一下自己是否從來沒有犯
過錯？而反對派恰恰就是這麼一些專向
別人亂扔石頭的 「罪人」 ！

就在去年， 「維基解密」 揭出，反
對派包括 「公民黨」 、 「民主黨」 、
「社民連」 ，還有 「政治主教」 陳日君

、 「香港良心」 陳方安生等，他們每年
收取 「蘋果日報」 老闆黎智英的一千萬
或一百萬元不等，從來沒有向他們的黨
員、信眾及公眾公開，而黎某背後的
「大水喉」 來自花旗 「山姆大叔」 ，已

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他們在事件被揭發
之後，不敢回應，在立會中裝聾作啞，
應該被調查、譴責的正是他們自己。

反對派長期抗中亂港，在政治、經
濟、民生上已經令港人社會付出沉重代
價，他們是港人社會團結進步的絆腳石
；在第四屆特首即將選出的承前啟後關
鍵時刻，市民是擦亮眼睛、分辨忠奸賢
愚的時候了！

「民間人權陣線」 今日遊行，反
對派呼籲市民參加， 「踢走爛攤子，
還我真普選」 。

近日，由於第四屆特首選舉在即
，兩位建制派候選人出現了違規建地
窖、 「西九」 自評選等負面新聞，令
人對候選人的操守、能力產生了一些
疑問；與此同時，特首曾蔭權因不當
接受富豪款待，被公眾質疑其誠信，
要到立會向公眾鄭重道歉。

這一些事件，無疑都是令人有點
失望的；但瑕不掩瑜，當事人一時一
事上容或有失誤，但這與貫徹 「一國
兩制」 方針、落實基本法無關，與眼
前特首選舉的憲制性質、依法進行更
加無關。

鐵一般的事實是，眼前的第四屆
特首選舉，在民主化程序上已經向前
跨進了一大步，由各界代表組成的選
委會，人數由八百人再擴大至一千二
百人；來屆立法會議席增加十席，五
席直選、五席功能組別由直選區議員
互選，直選性質倍增已有目共睹。如
此反對派還要胡喊亂叫什麼 「小圈子
選舉」 、 「還我真普選」 ，實在是自

欺欺人的夢囈而已。
而且，即使退一萬步說，第四屆

特首仍然由選委會負責選出，廣大市
民未有投票權，但一來選委均是來自
各行業、界別、階層選出，二來眼前
廣大市民對兩位建制派候選人的關注
、認識和要求亦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民意對兩位候選人的影響亦顯而
易見。

當然，特首選舉首先是一項極其
嚴肅的憲制行為，選委會提名、投票
，中央任命，乃不可逾越的憲制程序
。任何企圖以什麼 「民調」 結果和其
他非憲制行為來阻撓、干預和破壞第
四屆特首選舉，都是違法違憲和絕不
可能得逞的。

作為港人社會一分子，廣大民眾
都樂意見到特區政制在基本法規定的
軌道上循序漸進發展，市民的參與感
也在不斷提高。反對派在此嚴肅、重
大的憲制問題上仍企圖誤導市民、分
化社會，千方百計拼湊什麼 「大遊行
」 ，還要阻塞馬路、妨礙市民，實在
是螳臂擋車、不
自量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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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新聞發言人趙啟正在2日下午舉行的新聞發
布會上表示，本次會議會期10天，將於3月13日上午
閉幕。根據全國政協新聞中心網站公布的信息，會議
議程包括列席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聽取國務院
總理溫家寶所作政府工作報告，聽取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會議期間，還將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刑事訴
訟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和
選舉問題的決定草案的說明、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選舉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的辦法草案的說明。

去年提案逾6000件
去年是中國 「十二五」時期的開局之年，趙啟正

表示在國際形勢發生極為深刻複雜變化、國內改革發
展任務十分繁重的情況下，全國政協圍繞國家政治、
經濟、文化、社會建設中的重要問題，及人民群眾普
遍關心的問題，進行廣泛調查研究，積極反映社情民
意，有效開展政治協商，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提出了
許多重要意見和建議。

過去一年，全國政協提案超過6000件。全國政協
就 「十二五」規劃實施過程中重大問題的調查研究和
協商議政，先後組織開展考察和專項調查85次；召開
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專
題議政性常委會議，意見建議報送向中共中央；多位

委員提出的科學推進城鎮化方面的提案建議，在國家
發改委編制的《促進城鄉化健康發展規劃（2011 ─
2020）》中得到體現；部分民主黨派中央和政協委員
提出的減輕中小企業負擔、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的提案受到了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人民銀行、銀監
會等部門的高度重視。

將舉辦六場記者會
大會各項籌備工作已經全部就緒，截至2日中午

12 點，2262 名委員中已有 1501 名到大會秘書處報到
，目前大會秘書處已收到提案 792 件，大會發言稿
429 份。

此次會議期間將舉辦六場記者會。在人民大會堂
將分別舉辦 「穩中求進，推動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和

「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兩場
記者會；在兩會新聞中心將邀請政協委員分別就保障
性住房建設和管理、促進教育公平、深化醫藥衛生體
制改革、發展新能源和清潔能源舉辦四場記者會。

今日新聞發布會上，趙啟正回答了中外傳媒關注
的改革、民族宗教、中國企業 「走出去」、新能源、
文化等十餘個問題。他表示，國內企業「走出去」還處於
初級階段，政協外事委員會將對這一過程中如何開展
公共外交作專門調研；核能源政策方面，中國正加緊
制定核安全規則和核電中長期發展調整規劃，將在極
端安全的前提下着力發展第三代核電站，中國願與日
本加強核電及其他新能源交流合作；針對孔子學院的
質疑，趙啟正表示中國在100多個國家建立的大約350
所孔子學院，都是經外方邀請後成立並受到了歡迎。

今天下午3點，循着 「咔嚓」 「咔嚓」的拍照
聲，趙啟正準時出現在大會堂三樓金色大廳，今年
「兩會」的首場發布會同時也是本屆政協的最後一

場發布會在這裡舉行，年度政治盛宴正式拉開序幕。
「港人與內地人的文化差異」、 「非法侵佔農

民土地所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在今年 「兩會」
的首場發布會上，中外記者拋出一個又一個尖銳的
問題，16 次提問幾乎囊括了近期的所有敏感、熱
點話題，無怪乎 「明星發言人」趙啟正也忍不住評
論 「今天記者提的問題都是好的，沒有一個不在良
好以上的」。

趙啟正也沒有令記者們失望。第二個提問的路
透社記者矛頭直指敏感的王立軍事件及十八大換屆
，引得在場記者一片低語，問題翻譯的過程中人們
屏息等待着趙啟正的反應，畢竟大家都經歷過 「問
題跑題」、 「無可奉告」之類回答並不鮮見的國內
官方發布場合。而趙啟正給出的二百多字的回答包
含 「調查取得進展」、 「拼圖式報道」、 「孤立事
件」等信息，姿態開放程度超過了以往兩次關於事
件的官方發布，以致待他說到 「遇到薄熙來你採訪
他就是了」，記者們不禁發出善意的笑聲。

「香港衛視楊錦麟。」楊錦麟一字一頓的自報
家門本身即帶有挑戰意味，面對這位香港 「名記」
對藏區僧侶自焚原因火藥味十足的質疑，趙啟正依
然沉着應對──先指出自焚事件的策劃痕迹、達賴
喇嘛的相反表態說明事件始末，再援引宗教信仰進
行規勸，最後對 「政教分離」的指責進行解釋回應
，不打馬虎眼、不迴避問題的發布態度令不少記者
嘖嘖肯定。

首場發布會上，無論是記者們的提問方向、趙
啟正的回答內容，還是發言人與記者之間的互動過
程，都有着豐富的信息含量：接連拋出的敏感話題
是人們對周遭愈加深入的參與、知情意識，個性鮮
明的發言人風格則顯示了中國官員乃至中國政府的
開放和自信。

有人曾經預計，本次 「兩會」因為是十一屆政
協、人大的最後一次例會，新東西可能不多，會議
氣氛也許會比較靜，然而，記者通過此次首場新聞
發布會，卻感受到了今年 「兩會」正在上升的溫
度。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巧合。3 月 3 日，

一年一度的全國政協會議在北京隆重開幕，兩千
多名政協委員以政治協商的形式，共議國是，參
政議政；同一日，在兩千多公里之外的廣東烏坎
，一場事關小漁村民主政治未來的選舉正在同步
進行─繼組建新的村黨總支部、選舉選委會和
村民代表之後，烏坎村民們又將通過自己認可的
民主程序，選舉產生新一屆村委會。這標誌着，
烏坎村民通過理性的維權和有秩序的參與，搭建
起真正代表民眾利益的村民自治架構，步入良性
的民主發展軌道。

外界忍不住要為烏坎村的民主實踐加油叫好
，關鍵還不僅僅在於此次選舉的獨立公開透明，
而是因為這一齣跌宕起伏的社會衝突連續劇，最
終以相對平和的姿態落幕，顯示出用理性協商、
選舉民主的方式，可以同時滿足民眾表達訴求、
爭取利益和政府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雙重需求
。換言之，烏坎人用自己飽含艱辛的實踐，論證
了民主政治的巨大威力，也向世人證明了，中國
基層民眾完全有資格有能力，享受民主政治生活
的快感和愜意。

在中國，迄今為止，群體性事件能走到如此

結局的為數不多，但存在類似矛盾衝突的地方卻
比比皆是。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無論是鄉村還是
城市基層，均存在大量隱憂：村級財務混亂、民
眾上學難、就醫難、打官司難，少數基層幹部以
權謀私、與民爭利，耕地徵用、城市拆遷、退耕
還林中矛盾不斷，失地農民和下崗職工生活無着
、就業無門，企業改制中國有集體資產流失等等
，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現了
矛盾激化、對抗性衝突加劇的嚴重局面。一旦處
置不當，中國的 「戰略機遇期」就可能變成 「社
會動盪期」。

從根本上而言，民眾的訴求無非是為了利益
公平，而要達致這一目的，就必須全面推進並落
實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
事實上，烏坎經驗也證明了，夯實基層民主是解
決問題的代價最小的方式，唯有健全參與渠道、
擴大參與平台，落實民眾當家作主的權利，才是
化解基層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的
基本途徑和政治保障。

3 月 3 日，2012 年全國 「兩會」就要拉開帷
幕，似乎是呼應烏坎村民的民主實踐，這一情節
鋪排得恰到好處。作為這個國家最重要的民主政

治運作，我們不僅
希望看到，與會者
能秉持法治精神、
勇於直面、理性解
決現實問題，更希
望代表委員們不但
着眼於細節，為民
生 「點題」，還應
立足於長遠，承擔
起立法和政治協商
機關的重要使命，為民主法治建設
「破題」。讓屬於烏坎人的民主的春

天，能夠在中國大地傳播、複製、推
廣，讓民主政治的具體實踐，滲透到
每一個中國人的常態生活。

從當年根據地的農民將豌豆放進碗裡
選舉自己中意的村長，到今天初見雛形的村
民自治，中國基層民主政治已經日漸發展完善，
孕育出新生的希望。它以鮮活的事實告誡歷史，
從江湖到廟堂，從基層到頂層，善待民眾訴求，
維護民眾權益，推行民主政治，遠未有窮期。因
此，本文所述的 「巧合」實為一種必然。

感受兩會溫度
本報記者 隋曉姣

22日，參加今年全國兩會日，參加今年全國兩會
的廣東代表團抵達北京的廣東代表團抵達北京
首都國際機場首都國際機場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