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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推動協商民主制度健全完善
賈慶林賈慶林：：為改革開放建言獻策為改革開放建言獻策

十一屆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3
日建議，政協在今後五年的工作中
，要針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
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
文明建設和深化改革開放中的重大
問題，深入開展視察調研、建言獻
策，為黨和政府科學民主決策提供
參考。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三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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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中國大
事表上，政治方面的
首要關鍵詞就是兩會；
在今天的大事表上，首
要關鍵詞則是 「政協」。
以 「協商民主」貫穿全篇
的政協工作報告，拉開了今
年兩會的序幕，一定意義上也拉
開了習李體制的序幕。而在未
來的習李時代， 「協商民
主」也注定將成為一個
在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諸多方面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詞。

在當今的中國，社會
結構深刻變化，利益格局深
刻調整，社會流動性大為增
強，各種訴求不斷多元化。貧
富懸殊、區域差距、兩極分化，
甚至在某些領域某些地區，帶來
了階層的隔閡與族群的撕裂，引
發了矛盾與衝突。

因此，加強協商民主的重要性
和急迫性越來越突出。這就要求，
必須與時俱進，主動適應這種形勢
的需求，在尊重多樣中尋求共識，
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反映各方面的意
見建議，搭建人民群眾表達利益訴
求的平台，拓寬社會各界有序政治
參與的渠道。

去年的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了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

主的重要形式」的論斷，這是第一
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正式提出並確立
「協商民主」概念。而人民政協是協
商民主最重要的載體，在這方面發
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全國政
協主席賈慶林在3日的報告中也強
調，人民政協與國體和政體相適應
，是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
商的重要機構，是中國政治體制不
可替代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促進科
學民主決策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囊括了9個政黨、56個民族、5
大宗教、34個界別、60多萬委員的
政協組織是具有廣泛代表性和巨大
包容性的重要政治力量。在過去的
十年間，中國的各級政協組織圍繞
信訪、農民工權益、醫療改革、民
族關係、宗教等熱點問題，建言獻
策，為協調利益、維護權益、維護

社會穩定作出積極貢獻。這充分證明，協商民主
，與選舉民主一道，豐富了中國民主政治的內涵
與形式。也說明，中國的民主政治之路，並不是
像某些境外政治勢力所說的那樣，必須打破現有
政治制度 「另起爐灶」才行得通。

社會在變革、在進步，政協同樣需要在不斷
變革中尋求進步。這首先需要真正以民為本，要
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置，把群眾呼聲作為第一
信號，把群眾滿意作為第一追求，否則，就容易
成為脫離群眾的空談俱樂部。再者，隨社會發
展，尤其是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政協應積極創新
渠道，主動作為磁芯，吸納更多民意、聚集更多
共識、團結更多力量、提升民主含量。只要充分
盤活組織資源，充分激活政治優勢，充分發揮制
度紅利，政協在推進中國民主政治、構建和諧社
會過程中，可以也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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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拆營建港

井水集

前特區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昨日以
主席團成員身份出席全國政協大會，
而政壇 「耳語」 對他將會當選全國政
協常委幾乎已一面倒「坐定粒六」買贏
，部分人還因此格外興奮和高興。

但是，唐英年本人對這一 「喜訊
」 卻依然其一貫的笑臉迎人，而且不
但不作出任何 「煽情」 的回應，反而
藉此再度成為焦點人物的機會，大力
呼籲香港各界要放下選舉歧見、團結
一致、為香港而共同努力： 「我會支
持任何對香港發展有利的政策！」

事實是，不必否認，去年的特首
選戰中，梁振英及唐英年各有支持者
，而選舉結果卻是只能 「活一個」 。
這就無可避免在一部分人心中形成了
「疙瘩」 ，個別人士還偶爾會說一些

意氣話。
而更嚴重的是，反對派和亂港傳

媒利用這一矛盾，刻意製造和渲染出
「唐營」 、 「梁營」 的對壘，以至什

麼 「建制派撕裂」 。而這種個別人士
的情緒和反對派的惡意挑撥，令特首
梁振英的施政增添了不少困難，而且
是相當難於解決的困難。

如今， 「解鈴還須繫鈴人」 ─
雖然所謂 「唐營」 並不是唐英年本人
所 「建造」 ，但今天，由他本人站出
來公開否定所謂兩 「營」 之說，並公
開呼籲放下選舉歧見、為港團結一致
，相信梁振英會為港人謀福祉，自己
會支持一切利港政策，實在是一個非
常及時、有力，足以令反對派和亂港
傳媒 「收聲」 的響亮回應！

今日唐英年，仍熱心為香港服務
，又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他去年沒有
選上特首，但沒有失去一切。他失掉
的是一個職位、一個機會，但愛國愛
港之心仍然熾熱。

當日唐英年參選特首，有人說是
其父母以至祖父的 「家訓」 和意願；
望子成龍，本已無可厚非，但唐家之
所以有厚望於子女者，應該不是一個
特首之位，而是國家強大、香港繁榮
和效力國家、建設香港的一片丹心。

經過昨日公開否兩 「營」 、斥分
歧、籲團結、撐建港的一番肺腑之言
，唐英年如成為政協常委，將更令人
刮目相看。

本屆港委員有條件發揮更大作用
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昨日在京

開幕，賈慶林主席在報告中提到，要充
分發揮港澳委員在特區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和國家事務
中的積極作用。

這幾句話，在近幾年的政協主席報
告中都已經有所提及，也是國家主席胡
錦濤在特區十五周年所作的重要講話內
容之一，表面看來並不具有明顯的新意
；但是，今年，在新的形勢和條件下，
幾句 「老話」 已經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和
生命力，更應該有新的理解和落實。

新的形勢和條件，包括 「十八大」
後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中央領導集體以
及將於今次兩會產生的政府新領導班子
，將會更務實、有力地發展經濟、民生
為先、改變作風、全力反腐以及實現二
○二○全國建成小康的目標；香港特區
內部也正面對經濟進一步與內地融合及
普選特首及立法會的挑戰等。這些新的
政治、經濟、社會變化，都為 「充分發
揮港澳政協委員的積極作用」 提供了更
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機遇。

而毋庸否認，目前，香港全國政協
委員，在特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

進民主、促進和諧以及國家事務中所發
揮的作用，只能說是差強人意。這裡面
當然有各種歷史和現實因素的限制，但
其中有兩點是最關鍵的：一是委員的質
素、二是機制的配合，而眼前是到了應
該正視問題及作出改變的時候了。

事實是，一直以來，不少港政協委
員都在抱怨、投訴在港難以發揮作用，
特區政府不重視、市民不支持；但是，
除了客觀原因外，委員們有否認真檢視
過：他們對特區如何進一步發展經濟，
包括鞏固金融中心地位、開拓創新創意
產業、融入國家 「十二五」 規劃，有沒
有真正具體深入研究過和提出切實可行
的真知灼見？在一些社會民生議題上，
當全社會都鬧得熱哄哄、甚至是非善惡
不分時，他們有沒有及時挺身而出、堅
持正義，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還是
只講一些 「大路貨」 的一般表態式說話
，甚至有避而不談的？

在此情況下，長此以往，港政協委
員又怎能夠建立自己獨特的社會地位、
發揮應有的影響力？又怎能夠得到人家
的重視和尊重？

所以，如果要扭轉這一現象，首先

港政協委員要大力提高自己建言獻策、
研究問題的質素，要知言、敢言、直言
，要做到成為特區政府和市民都認為不
妨一聽以至不可不聽的一種聲音。而要
做到這一點，本屆委員具備質素優勢的
條件。此說並不是指過去的委員不具質
素或不夠負責，而是本屆委員的確多了
不少年輕化、專業化、社會化的新面孔
，他們應該有更大的勇氣、更多的熱誠
和更強的能力去研究問題、作出建言，
從而建立威信、發揮應有的作用，而不
是只當一個 「開會委員」 。

當然，要委員議事質素提高、工作
水平提高、社會影響力提高，也需要客
觀環境的配合。這裡面，中央的支持、
重視十分重要。應該讓港政協委員在反
映情況、溝通兩地、宣傳國家成就上有
更強的角色扮演。這不涉反對派和亂港
傳媒所胡謅的什麼 「干預」 問題。港政
協委員首先是港人，不能因為當了全國
政協委員就要限制和剝奪他們的發言權
。反對派和亂港傳媒可以天天公開罵特
首、罵政府、罵中央，港政協委員卻反
而不能講話，這不成了 「一國兩制」 下
最荒謬的笑話了嗎？

社 評

【本報記者李銳北京三日電】常常有人評價， 「兩
會是展示中國的重要窗口」，而在全國兩會召開的第一
天，記者感受到的是新風勁吹， 「什麼都少了」。

走進人民大會堂，往年立於一層中央大廳兩側的媒
體營銷LED屏消失了。走上二樓迴廊，往年如同攤位般
臨時搭建的媒體直播間也不見蹤影，委員們到各直播間
「串場」、 「趕集」的情景自然也未能看到，取而代之

的是記者們圍坐在圓桌前忙碌的身影。
進入三樓記者席，記者遙望主席台，賈慶林主席正

在作工作報告，講台上簡潔素淨，往年簇擁五支麥克風
的粉色百合花不見了。賈慶林報告結束後，記者發現，
今天他用時47分鐘，相比去年減少了14分鐘。

開幕式散會後，全國政協委員崔永元向記者展示手
中的資料袋說： 「今年的材料比往年少了三分之二。」

什麼都少了花絮

回顧過去五年的政協工作，賈慶林說，
全國政協堅持把推動科學發展作為履行職能
的第一要務，緊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綜合性
、戰略性、前瞻性課題，召開11次專題議政
性常委會議和專題協商會議，開展509次調
研視察活動，提出了一大批高質量的意見和
建議。

過去五年，政協積極參與社會建設和管
理。賈慶林介紹，全國政協召開 「加強和創
新社會管理」專題協商會，提出發揮城鄉小
區在社會管理中的基礎性作用、加強社會誠
信體系和公共安全體系建設、建立健全非正
常上訪終結機制、加強法律職業隊伍建設等
建議，為黨和政府完善社會管理政策提供了
重要參考。

兩面旗幟是最大共識
此外，為服務國家總體外交戰略，政協

還擴大和深化同世界各國有關機構和國際組
織的友好往來，增進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了
解，加深了政治互信。

賈慶林坦言，政協工作中還存在履職規
範化水平不夠高、民主監督時效需進一步增
強、界別優勢和作用發揮尚不充分等不足。

總結過去五年的主要經驗，賈慶林說，
必須高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面旗幟，因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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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要將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貫穿於政協
事業發展的全過程，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
以團結的力量，為實現黨和國家奮鬥目標減
少阻力、增加助力、形成合力。

對十二屆政協今後的工作，賈慶林提出
六項建議。他要求，深入學習貫徹中共十八
大精神，緊緊圍繞推動科學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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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加強同港澳同胞、台灣
同胞和海外僑胞的團結聯誼，同時，深化對
外友好交往，積極推進政協工作創新發展。

上屆辦覆逾二萬件提案
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萬鋼隨後作提案

工作情況報告時指出，提案是人民政協履行
職能的重要方式。十一屆政協期間，政協圍
繞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
身利益的實際問題，提出提案28930件，立
案26699件。截至2013年2月20日，提案已辦
覆26583件，其中許多意見和建議已被吸納
並落實到國家相關決策、發展規劃或部門工
作中，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促進民生
改善和社會和諧、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
設做出了積極貢獻。

賈慶林今年作工作報告用時47分鐘，相
比去年的61分鐘，減少了14分鐘。

▲3月3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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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大會堂開幕。胡錦濤、習近平、溫
家寶、李克強出席會議 中新社

▲3月3日，胡春華（左）、孫政才（右）出
席政協會議 中新社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
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由俞正聲主持，令計
劃（左）也出席會議 中新社

▶3月3日，萬
鋼受政協第十
一屆全國委員
會常務委員會
委託，向大會
作關於提案工
作情況的報告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