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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慶林三日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上向
大會做工作報告。回顧過去五年工作，賈慶林說
，全國政協深化同港澳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
胞的團結聯誼，不斷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他表示： 「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和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需要全體中華兒女共同團結奮鬥。」

多向港澳青少年介紹國情
賈慶林亦指出，全國政協加強與港澳政團

、社團及代表人士的聯繫交往，支持港澳委員
向港澳青少年介紹國情和組織他們赴內地學習
實踐，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國愛澳力量。五
年來，共接待港澳來訪團組66個、2687人次，
組團赴港澳48次，組織14次港澳委員考察活
動。

展望未來五年的工作，賈慶林表示，全國政
協要進一步加強同港澳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

胞的團結聯誼。他重申，堅定不移地貫徹 「一國
兩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
治的方針和基本法。在談及港澳委員的作用時，
賈慶林更提出，要密切與港澳委員的聯繫，充分
發揮他們在特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
、促進和諧和國家事務中的積極作用。

全國政協副主席萬鋼在談及港澳台委員參與
國家事務時表示，港澳台委員關於深化內地與香
港經貿合作、保障澳門及珠江三角洲地區供水安
全、加大兩岸青少年交流力度等提案，為加強兩
岸三地交流合作、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提
供了有益參考。

港區委員：將多發揮所長
多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及時對賈慶林的報告

作出回應，他們表示，希望發揮所長，為國家和
香港做出更多貢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盧文端表

示，回歸初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比
較低調，但如今回歸已經16年了，人大、政協應
該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多些發聲，支持政府。民
建聯主席譚耀宗則指出，報告重申了政協的角色
和對港澳委員所發揮的作用的期望，港區全國政
協委員曾經走入香港的校園做有關國情的巡迴演
講，也組織交流團到內地考察，未來他們會繼續
開展這方面的工作。自由黨主席周梁淑怡亦表示
，報告顯示了中央重視港澳工作。

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今天在北京表示，要堅定不移地貫徹 「一國兩制」 、 「
港人治港」 、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針和基本法，密切與港澳委員的聯繫
，充分發揮他們在特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和國家事務中
的積極作用。 【本報記者石璐杉北京三日電】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三日電】
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今天下午3
時在人民大會堂開幕，應出席的2237
位委員中，共有2206人出席會議。胡
錦濤、習近平、吳邦國、溫家寶、賈
慶林、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
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等出席，政協
主席團常務主席俞正聲主持會議，全
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代表十一屆全國政
協常委會作工作報告，全國政協副主
席萬鋼做提案工作情況的報告。

回顧過去五年的政協工作和主要
經驗，賈慶林指出，愛國主義和社會
主義是參加人民政協的各黨派團體和

各族各界人士的最大政治共識，要將
團結和民主貫穿於人民政協事業發展
的全過程，大力推進人民政協履行職
能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對十
二屆政協今後五年的工作，賈慶林提
出深入學習貫徹中共十八大精神、為
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獻計出力
、推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健全和
完善等六項建議。

3月11日，本次會議將選舉第十
二屆全國政協主席、副主席、秘書長
、常務委員。3月12日上午，為期9天
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將落下帷
幕。 （詳細報道見A2版）

◀3月3日，賈慶林代表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常
務委員會向大會作工作報告 新華社

發揮委員作用發揮委員作用
促進港澳發展促進港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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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團結一致 為港共同努力

▶3月3日，中國人
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
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開幕。圖為胡錦濤、習
近平、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
、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等走上主席台 新華社

面向台下一鞠躬，再轉向主席台一鞠躬，3日
下午，十一屆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掌聲中開始做
政協工作報告。

這是他第十次站上這個演講台。2003年，賈慶
林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出任全國政協主席，成為
政治協商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十年探索，十年輝煌
，政協組織及其成員為國獻良策，為民謀利益，在
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進程中，留下了濃墨重彩
的華章。而這當中，離不開 「當家人」賈慶林的身
體力行和推動激勵。

關懷扶持新階層
「我國發展既面臨十分難得的機遇，也遇到了

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等極為嚴峻的挑戰。」賈慶林的
說話，將人們的思緒帶回那段共渡時艱的深刻記憶
。浙江的企業家們還清晰記得，2008年他們在驟然
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中煎熬時，一個大雨滂沱的秋
天，賈慶林率隊趕赴義烏，甫一下機，就冒雨來到
義烏國際商貿城視察進出口商品館， 「這裡環境怎
麼樣？今年生意有沒有受影響？」他的關切溢於言
表。在他帶動下，活躍在政協舞台上的各支力量，
緊密關注和追蹤經濟發展態勢，積極提出頗具前瞻
性和可行性的建議，為執政黨和政府適時調整宏觀
經濟政策，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在經濟扶持上予以調研和呼籲，更在政治參與
上加以支持和鼓勵。以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
業知識分子為主的社會新階層，伴隨改革開放也
「三十而立」，人數激增至5000萬，掌握或管理10

萬億元的資本，直接並間接貢獻全國近三分之一
的稅收，每年吸納全國半數以上新增就業人數。把
這部分人團結起來，正是政協統一戰線工作新的
力點。十年來，賈慶林多次在政協報告中強調要 「
關注他們的利益訴求，暢通利益表達渠道」，正是
在這種開放開明的作風促進下，越來越多的社會新
階層人士參政議政，在國家公共事務中有所作為。

團結全體中華兒女
與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的團結聯誼，是政協

工作的另一項重點。 「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和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需要全體中華兒女共同團結奮鬥」，
3日下午的報告中，念及於此，賈慶林的語調中充
滿感情。猶記得，2006年6月，他率隊赴港出席
CEPA三周年紀念活動。已經12年未曾涉足香港的
他，剛一抵達便驚嘆 「百聞不如一見」，希望親身
感受香港的新發展、新變化。短短兩天裡，賈慶林

深入到市民中間，察民情，聽民意，了
解到香港百業興旺時，他很高興地說：
「相信大家對香港的前景都充滿信心。

大家要積極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自
覺維護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共同建設
一個繁榮的香港、和諧的香港、法制的
香港。」

如今，十年一瞬。 「祖國發展的未
來光明而美好，民族復興的前景燦爛而

輝煌。」賈慶林以一段激昂向上的話語，結束
其政治生涯中最後一次述職報告。經久不息的
掌聲中，胡錦濤、習近平、吳邦國、溫家寶、
張德江等與他握手致意，而本次大會主席團會
議主持人俞正聲也與他微笑交流幾句。江山代
有才人出，相信加強政治協商、推動民主進步
的接力棒，還將繼續傳遞下去。

【本報北京三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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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北京三日電】國家領導人
在今年全國兩會召開初期將分別會見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過去
五年，都是由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家副
主席習近平接見港區委員和代表。而
此次正值換屆年，會見的安排與以往
將有所不同。據悉，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俞正聲將於6日會見全體港區全國
政協委員。

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開幕

【本報記者陳錦輝北京三日電】前政務司司
長、新任全國政協委員唐英年今日在北京出席全
國政協的開幕會議後，公開呼籲社會各界團結一
致，放下選舉時的分歧，為香港市民共同努力。
他又指出，相信每一個領導人都有理想、有抱負
，亦會有能力為市民謀福祉，他會支持任何對香
港發展有利的政策。至於下屆行政長官選舉門檻
，他認為要先待行政長官提出政改五部曲，市民
不應用非法的行為表達意見。

支持任何對港有利政策
去年三月的行政長官選舉中，建制派出現兩

名候選人，而外界一直認為，選舉中出現兩個陣
營，令建制派撕裂。事隔近一年後，被問到梁振
英過去半年的施政時，唐英年首度高調公開呼籲
社會各界團結一致， 「我好希望在選舉後，大家
可以放下選舉時候的分歧，能夠團結一致，為香
港市民共同努力。這是我自己的心態，我亦希望
這是大家的心態。」

至於他參選時的支持者會否團結地支持梁振
英，唐英年表示，站出來為社會服務的人，都應
該有為地區、為市民服務的團結精神，而他會支
持任何有利香港的政策，相信梁振英會為港人謀
福祉， 「每一個領導人，我亦都相信他有理想、
有抱負，亦會有能力為市民謀福祉。（你會否支
持梁振英施政？）我會支持任何對香港發展有利
的政策。」

有信心普選出愛國愛港特首
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呂新華於2日表示，相

信港人在下屆行政長官選舉中會選出愛國愛港的
人選。唐英年回應時指，他認同呂新華指行政長
官是需要愛國愛港，但認為訂立2017年選舉行政
長官的辦法需要啟動政改五部曲，現時是言之過
早，他有信心港人在普選的情況下可選出愛國愛
港的行政長官。

他回應何謂愛國愛港的人士時表示，任何人
令國家和香港的發展能夠相輔相成，促進社會、

經濟、政治和民生各方面可改進，都是對香港有
積極作用的人士。

被問到2017年的選
舉應否設有門檻時，唐
英年指出，每個選舉都
應有規則，但門檻應盡
量客觀、公平、持平，
社會應有充分機會討論
何謂合適的門檻。至於
反對派計劃以 「佔領中
環」來逼政府提出政改
方案，唐英年認為，現
時提出 「佔領中環」是過早
下判斷，應先待行政長官啟
動政改五部曲， 「我覺得香
港是一個法治城市，希望大
家不要用非法的行為表達意
見，香港有很多立法的渠道去表達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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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開幕會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開幕會

上午上午99時時：：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
議預備會議議預備會議
上午上午1111時時：：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
議新聞發布會議新聞發布會

上午上午99時時：：政協小組討論政協小組討論（（常委會常委會
工作報告和提案工作情況的報告工作報告和提案工作情況的報告））
下午下午33時時：：政協小組討論政協小組討論（（常委會常委會
工作報告和提案工作情況的報告工作報告和提案工作情況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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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聲6日會見港區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