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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政府支持政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主席團會議
主持人俞正聲今日出席港澳政協委員聯組討論。俞正聲在會上向
港澳政協委員提出五點希望，強調希望他們支持行政長官依法履
職和大膽地開展工作，亦希望愛國愛港力量能夠增強團結。俞正
聲表示，確保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力量在香港、澳門的長期執
政，是港澳人民改善生活，經濟平穩發展的關鍵，也是中華民族
復興的一件大事。 【本報記者石璐杉北京六日電】

預料將出任全國政協主席的俞正
聲上午到全國政協禮堂看望港澳地區
全國政協委員並參加聯組討論。在聽
取了戴德豐、宋林、林健鋒、周安達
源、譚錦球、陳清霞、李文俊、陳經
緯等十五位港澳全國政協委員的發言
後，俞正聲向出席會議的政協委員發
表了重要講話（講話節錄詳見11版）。

俞正聲並在會上向港澳政協委員
提出五點希望：

堅定支持 「一國兩制」
第一、堅持 「一國兩制」 。俞正

聲強調，堅持 「一國兩制」，是港澳
地區政協委員參加政協的基本條件，
希望港澳的政協委員在這一基本面上
要堅定。

第二、支持港澳的行政長官依法
履職和大膽地開展工作。新一屆特區

政府在上任之後面臨諸多挑戰，中央
領導則多次重申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而俞正聲在今日的講話中亦提出
： 「希望大家支持港澳的行政長官依
法履職，支持他們大膽地開展工作。
」他指出，政府要有權威性，就要靠
自己不斷改進工作，取得民眾的支援
做基礎，也要靠大家的支持和幫助。
俞正聲說，港澳兩個特區都有一個特
點，就是沒有執政黨，但有支持特首
的團體和黨派， 「我希望大家團結起
來支持他們的工作。」他又指，不管
是內地還是香港，現在流行的是，誰
能夠講出極端的話，就能夠博得網絡
的眼球，要講一些合理的話，卻被反
駁、被攻擊，有走極端的傾向。俞正
聲認為，這是缺乏理性的。他說，在
一個經濟困難的時期，或一個社會矛
盾比較多的時期，會有極端的傾向，

「要度過一個比較困難的時期，要支
持和維護政府的權威，支持他們大膽
工作。」

第三、增強團結，確保愛國愛港
、愛國愛澳的力量在港澳長期執政。
在去年行政長官選舉後，各界一直關
注如何實現建制派實現大團結。俞正
聲在今日的講話中亦表示，希望港澳
的愛國愛港和愛國愛澳的力量能夠增
強團結。

港澳內地要互相配合
他說，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大

方向是一致的，但在實際操作中難免
會出現一些分歧。俞正聲特別提到香
港去年的特首選舉，他坦言當時在上
海工作，不清楚選舉的具體情況，但
真誠希望大家團結起來。俞正聲指出
，2017年普選，如果出現和中央政府
對抗的力量，離心離德的力量在香港
執政，對香港不好，對國家也不好。
「確保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力量在

香港、澳門的長期執政，是港澳人民
改善生活，經濟平穩發展的關鍵，也
是中華民族復興的一件大事。」他強
調，港澳和內地要有互相支持、配合
，默契的關係。俞正聲說， 「一國兩
制」下，香港奉行資本主義制度，內

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但同屬一個國
家。 「香港不能成為顛覆大陸社會主
義的陣地和橋頭堡。」俞正聲強調：
「在香港，確保有愛國愛港力量執政

，在澳門，確保有愛國愛澳力量執政
，是大事。在大事面前，小是小非，
是過眼煙雲。」

面對歪風邪氣要發聲
第四、對歪風邪氣要發聲。俞正

聲指，香港有的極端化傾向走得太遠
，如有人在香港舉英國殖民地旗，稱
香港要獨立， 「雖然是個別的人，但
如果對這種行為沒有鮮明的態度，任
其發展下去，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第五、積極參政議政，就內地存
在的問題提意見。俞正聲認為，作為
全國的政協委員，希望港澳委員積極
參政議政，不止限於香港，若發現或
認為內地有什麼不妥的地方要向政協
提出來。對不同的問題參與討論，爭
取形成更好的共識。

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大會秘
書長杜青林，主席團常務主席董建華
和何厚鏵亦有出席今日的聯組討論。
會議由董建華主持，來自港澳特邀人
士界別的全國政協委員和全國政協其
他界別的港澳人士出席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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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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天全天：：分團審查計劃報告和預算報告分團審查計劃報告和預算報告，，新新
疆疆、、湖南湖南、、內蒙古等團組開放內蒙古等團組開放
下午下午33時時：：科技部部長萬鋼將就科技部部長萬鋼將就 「「創新驅創新驅
動發展戰略動發展戰略」」 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
提問提問

上午上午：：小組小組、、界別聯組討論政府工作報告界別聯組討論政府工作報告
上午上午：：政協委員談推動科學發展記者會政協委員談推動科學發展記者會，，
厲以寧厲以寧、、林毅夫林毅夫、、陳錫文等接受採訪陳錫文等接受採訪
下午下午，，第二次全體會議大會發言第二次全體會議大會發言

滬
雙
非
能
解

信
港
可
處
理
好

兩地經濟榮辱與共

▶參加全國政
協十二屆一次
會議的港澳委
員在北京全國
政協禮堂舉行
聯組會議，俞
正聲（左）看
望港澳地區委
員 中新社

▲俞正聲參加港澳委員聯組會議討論 新華社

五希望勉港澳委員五希望勉港澳委員

【本報記者石璐杉北京六日電】水
貨客湧港炒賣奶粉和 「雙非」孕婦的問
題近年引起香港與內地民眾和政府的高
度關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
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主席團會議主持人俞
正聲今日出席港澳政協委員聯組討論時
亦談及相關問題。曾主政上海的俞正聲
以如何解決上海非戶籍人口的異地高考
問題和當地產床不夠的問題為例，表明
利益衝突的問題隨處可見，很難避免，
但他相信特區政府可以很好地處理炒賣
奶粉和 「雙非」孕婦的問題。

今日的聯組討論中有多個政協委員
都提及兩地交流中出現的摩擦和矛盾。
俞正聲在聽取委員發言後表示，內地有
人到香港搶購奶粉、生孩子，這是一種
利益衝突，而在現在這個階段，利益衝
突很難避免， 「大陸去香港的人多了，
香港人會有意見，怕影響到他們的利益
，這個很正常。」俞正聲指出，內地也
有類似的利益衝突問題。他說，在上海
的外地人希望在上海高考，上海人就堅
決反對。他說，上海為此設計了一種積
分制的人口管理辦法，保證在上海長期
工作的工人可以享受上海的基本公共服
務，但是要達到一定年限，達到一定水
平。他又指，上海也有外地人到上海生
孩子的問題，產房很緊張，上海市的老
百姓對此意見也很強烈。上海市的應對
之策就是再加一點婦科產床，以及建國
際醫療園區，把國外的好醫院也請進
來。

「當然上海和香港不一樣，我不是
說，香港要學習上海，我只是說，這種
問題哪兒都會發生，不要把這種問題上
升，把這個問題炒成一國的問題，這未
免好像太政治化了，是一種極端的傾向
。」俞正聲表示， 「我相信特區政府能
夠處理好這個問題，我相信大陸的同胞
們也會接受特區政府一些恰當的處理辦
法。」他強調，特區的穩定發展還是更
重要的。 「對一些利益衝突，對大陸的
人到香港去，我們還是首先保證香港的

穩定發展，這是一
個大前提。」

【本報記者石璐杉北京六日電】
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合作近年不斷深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十
二屆一次會議主席團會議主持人俞正
聲今日出席港澳政協委員聯組討論時
表示，內地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功，一
定程度上得益於毗鄰港澳，而香港經
濟的平穩持續發展，跟內地快速發展
的堅強後盾作用也是分不開的。

俞正聲說：「全國第一家合資企業
是和港商合資。我們改革開放、對外

開放有很大的成果，一定程
度上得益於毗鄰港澳。」

俞正聲亦指出，香

港多年來，經濟和社會生活有了很大
變化，經濟能夠保持一個平穩和持續
的發展，也得益於內地經濟、改革開
放的迅猛發展，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
，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機時，
香港都能夠平安陸，跟內地快速發
展的堅強後盾作用是分不開的。俞正
聲認為，內地經濟如果出大問題，必
然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甚至連
美國也會受影響。他說： 「大家都是
『一根繩上的螞蚱』， 『一榮俱榮，

一損俱損』。」他表示，世界經濟全球
化的格局形成互相制約的關係，「我們
是誠心誠意希望香港發展得很好。」

一、堅持 「一國兩制」

二、支持港澳的行政長官依法
履職和大膽地開展工作

三、增強團結，確保愛國愛港
、愛國愛澳的力量在港澳
長期執政

四、對歪風邪氣要發聲

五、積極參政議政，就內地存
在的問題提意見

確保愛國愛港力量長期執政確保愛國愛港力量長期執政

A4瘋狂水客一日過關26次15芮效儉：中國崛起有益鄰國 A8反美鬥士查韋斯辭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