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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啟正：深化改革此其時

李金河：應增加中下層港區代表

王立軍請假缺席人代會

會場內外

兩地口水戰有害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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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日電】重慶副市長王立
軍是否出席人代會倍受關注。今日外國記者問及此
事，趙啟正表示，王立軍正在接受有關部門的調查
， 「調查工作也取得了進展」。他強調，王立軍是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並證實王立軍已請假不
出席本次會議。

上周在與境外媒體茶敘時，趙啟正曾批評一些
媒體對此事的報道是猜想和 「拼圖式」的，今日他
重申了這一點， 「由於資料並不全面，缺的地方就
靠想像繪製了，因此這些 『拼圖』都是不準確的，
甚至是荒唐的。」

至於這一事件會否對今年晚些舉行的中共十八
大產生影響，趙啟正強調，王立軍事件是一個孤立
發生的事件，建議不要做過多的想像。 「近年來，
重慶的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取得了很多成就。你如
果有興趣，在全國人大開幕的時候，你可能會遇到
薄熙來，你採訪他就是了。」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日電】針對近期西藏、四川
、青海等藏區連續發生僧侶自焚事件，有記者詢問政協
意見。趙啟正表示，達賴對於自焚行為的評價有不同版
本，一邊勸自焚者不要自焚，一邊又公開讚揚自焚者有
很大勇氣，是個兩面派。趙啟正勸喻僧人不要受人蠱惑
，採取極端方式。在回應 「領袖畫像入寺廟」的質疑時
，他表示西藏改善寺廟僧侶修行和生活條件出台的一系
列措施受到了當地的歡迎。

勸莫錯念走極端
趙啟正對近來藏區連續發生僧侶自焚事件表示痛心

， 「其中多數都很年輕，最小的只有 18 歲。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指出，自焚事件發
生前，有人預告時間地點，有人準備好攝像機拍攝，阻
礙別人去搶救自焚者。

儘管有人說達賴並不贊同自焚行為，但趙啟正表示
他了解到的是達賴公開讚揚自焚者有很大的勇氣。 「如
果你聽到的和我聽到的都存在的話，那麼達賴是個兩面
派。」

趙啟正說，佛門一向敬畏生命，反對殺生，不殺生
，不殺一切生命為第一戒，破戒殺人罪孽重重，自殺之
罪僅次於殺人。他強調，任何人都應該珍惜生命，無視
生命的自殺，既不慈悲也不智慧。有話好說，不要受人
蠱惑，一時錯念採取極端方式，失去生命會追悔莫及。

領袖像入寺受歡迎
對於四代領導人畫像進入西藏寺廟，趙啟正作出說

明，所謂領袖畫是一張紀念西藏自治區和平解放 60 周
年的畫，畫上有四位領袖。這是一直以來，西藏自治區
為了改善寺廟僧侶的修行和生活條件，一系列措施中的
一部分。這些措施包括統一為寺廟解決路、水、電等基
礎設施，提供一些文化服務，改善生活條件，豐富業餘
生活。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可指責的，恰恰自治區這些
措施受到了當地的歡迎。」

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將於3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開幕，13 日閉幕，會期 10 天。趙啟正在新聞發
布會上透露，大會各項籌備工作已全部就緒。截至2
日，已有1501名委員報到，目前已收到提案792件，

大會發言稿429份。

深化改革更具共識
在新聞發布會上，趙啟正表示像自己這樣年齡的

人參加了改革開放的全過程，所以有些時候願意回憶
改革開放的歷史，觀察今天，展望明天。他回顧90年
代初期稱，圍繞改革存在的兩種思路。 「一種是在嚴
峻的國際形勢下放慢改革的速度；另一種則主抓機遇
深化改革。小平同志力主深化改革。正是在他的關懷
和指導下，當時啟動了一個新項目，就是上海的浦東
開放，至今已經取得了成功。」

趙啟正引述鄧小平的話指出，改革開放越前進，
承擔和抵禦風險的力量就越強。處理問題要完全沒有
風險不可能，冒點風險不怕。他重申鄧小平的觀點，
即改革要大膽和謹慎相結合。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國
內外環境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一方面深化改革的基礎
更加堅實，另一方面人們對進一步改革的認識也越來
越有共識。」趙啟正說。

政治改革進展可期
被記者問及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時，趙

啟正表示，政治體制改革具有必要性和艱巨性。中國
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改革沒有
截然分開，如果截然分開，經濟改革不會進展順利。

趙啟正說，政協委員對政治體制改革有很多討論
，但最後成為政策需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部署。 「但無
論怎樣改革，都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這個框架內進行。」他強調，政治體制改革
要在深思熟慮、徵求各方面意見之後才能進行，「所
以你可指望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會有新的進展。」

【本報實
習記者李理北
京二日電】政

黨制度研究專家、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戰教研部主任
李金河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指出，隨時代發展和產業
分工變化，下屆全國人大和政協應廣泛吸納來自中層
和基層的港澳人士，以增加其利益訴求渠道。他強調
，全國人大未來有必要增加農民工等社會新階層的代
表數量。

加強聯繫基層人士
目前全國人大和政協中共有逾200名港澳地區代

表委員。李金河說，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中國
提出實行現代化建設和祖國統一兩大發展目標。其中
，港澳台僑人士為中國經濟發展乃至騰飛做出巨大貢
獻。因此，中央增強對港澳台僑代表人士的統戰工作
非常重要。

李金河指出，統戰工作講究大團結和大聯合，港
澳台和大陸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都不一

樣，很多民眾對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存在偏見和疑
慮，因此，堅持愛國立場及擁護祖國統一成為目前海
外統戰工作的基本原則，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高超
政治智慧。

李金河認為，由於產業發展和就業方式發生變革
，內地和港澳台地區出現許多新的社會階層和社會團
體。他建議，下屆全國人大和政協需因應時代發展，
適當調整代表委員的結構。他以香港為例說，過去我
們多注重上層社會精英的統戰工作，日後需更加重視
聯繫中下層人士。否則，一旦利益訴求通道不暢，就
可能造成民怨的積聚，增加疏導的政治成本。

增農民工代表人數
李金河認為，2.4 億農民工的利益訴求是目前中

國社會的最大問題，但全國人大中農民工代表數量偏
少，未來必須增加相應指標。第一代農民工和第二代
農民工有很大不同，現時中國城鄉二元體制和第二代
農民工融入城市意願發生背離，直接導致年輕一代農
民工群體存在逆反心理。因此，為保證社會和諧穩定
，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必須高度重視這部分農民工的利
益和訴求。

李金河提出了三條農民工代表的選舉標準。首先
，政治素養合格，能夠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其次，能
夠正確理解中國社會轉型發展的矛盾，具備調研和反
映問題的能力；最後，在農民工群體中具有一定影響
力和代表性。

【本報記者龐旭北京二日電】針對近期內地與
香港部分民眾之間發生的 「口水戰」，全國政協十
一屆五次會議新聞發言人趙啟正今日表示，絕大多
數兩地公眾在交往中是融洽的、友善的，在某些臨
時問題引起的摩擦，只要加強交流和包容終會得到
解決，他強調 「口水戰對於兩地消除誤解、加深認
同有害無益。」

在回答有關 「雙非」嬰兒擠佔香港醫療資源，
內地遊客大規模採購提升香港物價的問題時，趙啟
正表示，本來內地民眾到香港購物是受香港歡迎的
，現在大概買得太多了，供不應求了，就出了問題
。 「但這不是大問題，它改善供應，買得越多，他
們的利潤越大。」

對於內地孕婦赴港生產，被指擠佔香港醫療服
務資源，並有媒體打出整版廣告嚴詞反對，趙啟正
說，政協委員對 「雙非」嬰兒問題早就有過討論，
內地有關部門也採取多項措施配合香港特區政府的
工作，例如內地公安部門就不斷加強力度，打擊組
織內地孕婦赴港生育的非法活動。

「兄弟姐妹彼此往來難免有磕磕碰碰的時候，
一則廣告不能代表整個香港社會的看法，一句極端
的語言也不能代表內地人的意見，口水戰有害無益
。」趙啟正說。

2日的全國政協新聞發布會，一開場就讓趙啟
正面對火藥味十足的場面。路透社和香港衛視分別
拋出 「王立軍事件」和 「藏區年輕僧侶自焚」兩個
敏感問題，隨後而來的「政改」、 「香港內地口水戰
」問題也無不尖銳。自 1998 年出任國務院新聞辦
主任伊始，這樣的場景在趙啟正的發言人生涯中屢
見不鮮。

以 72 歲的高齡仍居新聞發言人的位置，趙啟
正恐怕可以擔當世界上 「最老發言人」的稱號。作
為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創始人之一，內地幾乎所
有重要部門的發言人都是他培養出來的。

在記者們眼中，趙啟正個性鮮明、學問淵博，
從不說 「無可奉告」。他不同於一些從書本中走出
的新聞官，曾經操盤上海浦東新區的經歷，讓他在
答問時常常會以實踐經歷說明問題。對今天有記者
提問非法侵佔農民土地的問題，他就以自己直接參
加過土地的轉讓和批租的經歷回應。

順應要求增外媒專區
對於記者的訴求，趙啟正從來都很重視。在今

年 「兩會」前舉辦的茶敘上，有外國記者提出應該
在發布會場設立外國記者專區，方便提問。今天記
者們發現，一塊寫上 「外國記者專區」的藍牌子樹
在中區記者席的第一排。這也是內地發布會第一次
為外國記者開闢專區。

在趙啟正眼中，記者不是發言人的朋友，也不
是敵人。他認為，新聞官必須保持客觀公正，應該
把重點放在對事情的回應和信息的傳遞，而不是博
同情、求理解；對於記者，不能預設立場，也不能

被其影響。
去年動車事故後，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被調職

，中國第一批發言人十去八九。作為首批發言人的
「導師」，趙啟正委婉地表示了對現在發言人培養

的不滿， 「發言人應該走向職業化，要專職化，少
用兼職的崗位，他們需要經常性的培訓才能進步」
。他認為 「不存在問不倒的發言人」，發言人的成
長需要社會的支持， 「也希望記者們愛護他們」。

對於有記者問他對 「防火防盜防記者」的看法
，他態度鮮明的說，官員要適應媒體時代，要樂意
接受記者的監督， 「要修養他的新聞觀或者媒體觀
」。同時也希望記者的提問要漂亮，最後還不忘誇
一句 「今天記者提的問題都是好的，沒有一個不在
良好以上或者優秀的」，引得記者們會心一笑。

最後年度秀不打分數
2009 年，趙啟正在他全國政協的首場發布會

上給自己打了80分。 「丟掉的20分中，有10分應
由自己負責，有的問題回答長了。另外 10 分應由
有些記者負責，他們提的問題重複，這樣耽誤了一
些時間」。在今天自己最後一次政協發布會後，他
又被要求打分。這次他沒有給出分數，巧妙的回答
不難看出他對自己的評價： 「這得你們給我打分，
我自己打高了你覺得我自以為是，打低了我心裡不
舒服。」

在被問到這幾年擔任新聞發言人有什麼遺憾時
，他認真的說： 「就是感覺我們像這樣的交流還是
太少了，不然不會像今天這麼大的壓力。」

【本報北京二日電】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中新社北京二日消息

：2日，全國人大重慶代表團抵達首都機場，由於
「王立軍事件」，代表團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外界高

度關注。代表團此次單獨入住人民大會堂賓館，在
到達駐地5分鐘前，大會堂賓館的工作人員已在門
前等候，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長黃奇帆剛走進大
門，就被守候多時的媒體記者團團圍住，各種顏色
的錄音筆將黃奇帆圍在中間。

從安檢門到電梯口大概三、四十米，閃光燈在
黃奇帆面前不斷地閃爍，記者邊走邊問： 「黃市
長，重慶的紅色頻道還會繼續辦下去嗎？」、 「黃
市長，重慶房產稅下一步是怎麼打算的？」。

走了一、兩分鐘，黃奇帆來到電梯口，儘管工
作人員在旁勸阻，但記者們還是舉錄音筆跟黃奇
帆進了電梯，此時的黃奇帆仍是一臉笑容。

代表團駐地平靜如常
重慶代表團入住的人民大會堂賓館與人民大會

堂僅一路之隔，賓館警衛與大
會堂警衛只有 10 餘米距離，
穿行於兩者之間可以最大程度
地避開外界的視線。

除了 「優越」的地理
位置外，由於地處核心區
域，賓館附近環境十分安
靜，並沒有很多人員、車

輛來往，除了兩名站
崗的武警及賓館門內
入口處的安檢裝置外
，沒有看到更多的安
保措施，一切平靜如
常，沒有跡象顯示受
到更多的 「關照」。

全國 「兩會」 前夕，內地媒體紛紛刊文紀念鄧小平南巡講話20周年，包括新華社、
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相繼發表有關重磅文章，被外界視為釋放進一步改革的信號。全國
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新聞發言人趙啟正今日表示，中國自90年代以來發展的歷程表明深
化改革的時機到了， 「我們會繼續堅定地前進」 。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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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

◀趙啟正 2日在新
聞發布會上回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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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大會新聞發言人趙啟正2日在新聞發布會結束後向記者道別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