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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聲出席港澳委員聯組討論時的講話俞正聲出席港澳委員聯組討論時的講話（（節錄節錄））

確保愛國者長期執政確保愛國者長期執政是大事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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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表重要講話，以下是本報記者根據
現場錄音整理的講話撮要。

【本報北京六日電】

今天香港團在大會堂的香港廳審議溫家寶的最後一
份工作報告。這一份報告我感覺明顯的和往年不一樣。
一般總理報告總是分兩大部分。前部是總結上一年的工
作，但今年就總結過去五年的成果而不是只講去年的工
作。總理工作報告的後部分一定是講前瞻性的未來一年
的計劃，但今年由於是大換屆，未來的工作不是由他來
主持，所以在講未來的計劃時就顯得沒有以前具體，而
且用詞也很小心，經常用要求、預期、建議等字眼。

雖然我們知道李克強和未來班子肯定是參與制定這
份報告，也肯定是會按照報告內容來施政，但不講得那
麼具體，講的多是概念性方向性的措施，體現了總理非
常注意一些民主的細則，不要使人家有一種強制後人跟
他走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印象中，總理以前在報告中好像很
少提到軍事、外交的事務，今年短短一段 「我們要加快
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鞏固的國防和強大的軍隊
，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保障國家和平
發展」贏得了久久不停的掌聲，我更是拍掌拍到手疼還
不想停下來。

我記得在審議2008年的工作報告時，由於內容和措
施都很具體，使我能夠成功地修改了溫總理的工作報告
，他接納了我的意見把環保放進珠三角和港澳合作的第
二主要項目裡面。

今年由於都是方向性的文字為主，我的修改建議空
間很小，發言時沒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見，只是就4方面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包括教育、環保、兒童保護和反腐
倡廉。這些意見和建議都很具體，由於篇幅所限不能一
一寫出來，只是希望最終都能得到有關部委的重視。我
也會把這些意見在可能的範圍內變成書面的建議，這樣
有關方面就要給我正式的回答，如果我不滿意他們的回
覆還可以不客氣地說 「不滿意！」這樣他們就會再和我
通電話或見面，把我的意見再思考清楚。以前的經驗是
不少的建議都得到很積極和正面的回應，這也是我做人
大感到 「有癮」之處。 【北京六日電】

食品安全一直是民眾最關注的問題之
一。近年發生不少食品安全事故，從三聚
氰胺奶粉到地溝油、瘦肉精、速生雞等，
對民眾的身體健康構成嚴重威脅。這些食
品安全事故也令消費者對國產品牌失去信
心，重創一些食品行業。其中嬰幼兒奶粉
行業的發展趨勢尤其值得關注，據專家估
計，去年外國品牌在中國的市佔率可能已
經超越國產品牌，很多消費者更直接或通
過代購方式在國外或港澳地區大量購買嬰
幼兒奶粉。如何重建消費者對國產奶粉的
信心是一項艱巨工作。

雖然《食品安全法》已經在2009年通
過，建立了一套相對完整、統一的監管架
構和制度，但公眾對食品安全的信心仍然
欠缺，反映政府的實際工作有需要改善加
強的地方。我們認為最為重要的是監管必
須到位。首先，各級政府應該為食品安全
政策與工作提供經費保障，特別應確保監
管部門有足夠經費，對各種食品進行不定
期抽查檢測，並因應不時出現的食品安全
風險，對某些食品加強抽查檢測。另外，
各地應該建立針對食品生產和經營安全問
題的舉報和懸賞制度，充分利用民間監察
力量，推動食品安全工作。

現行《食品安全法》規定國家建立食
品召回制度，食品生產經營者未依照規定

召回或者停止經營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
食品的，縣級以上品質監督、工商行政管
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可以責令其召
回或者 「停止經營」。我們認為有關法律
條文的寫法應更明確，授權縣級以上有關
部門可以責令生產者 「停止生產」。另外
，為消除地方保護主義造成食品安全監管
不力的弊端，並防止因一個地方的環境污
染或其他原因造成的地域性食品安全問題
，應授權國家級監管部門可宣布召回來自
某個產地的某種食品。

針對奶製品問題，在2008年嬰幼兒奶
粉重大安全問題發生之後，國家在產業布
局、行業准入、奶源供應、技術裝備、質
量安全等方面制定了比較細緻的規範。有
關規範不但要嚴格執行，還要不斷提高標
準。2010年衛生部公布的生乳收購標準，
為每毫升細菌總數不超過200萬個，在社
會上引起了爭議。雖然有關標準比對舊國
標中的最低收購標準有所提高，但為了更
有效提高奶源品質，重建消費者信心，應
在顧及奶牛養殖行業實際技術能力的同時
，盡快提高生乳收購的衛生標準。另外，
應通過更積極的財政措施協助奶農提高生
產技術和衛生水平，並協助他們發展集約
化經營，為保障奶源品質和安全創造更好
條件。 民建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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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食安法》
重建乳製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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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港澳委員都早早起床，8時正就從貴賓樓出
發，前往政協禮堂進行聯組討論，全國政協十二屆一
次會議主席團會議主持人俞正聲等領導人參加。委員
們紛紛舉手發言，氣氛非常踴躍，總共有10多位委員
爭取到發言的機會，顯然，大家還有很多話要說，只
是時間太有限了！

下午的小組討論，輪到我發言了，我主要講了3
個問題：第一是中國夢，現在已經成為大家的熱門話
題。我認為這關係到我國軟實力的建設，中國夢的具
體內容應該進一步發揮和具體闡述，尤其要多聽聽海
外僑胞和港澳台同胞的意見；第二是教育問題，溫總
理報告指出，現在教育開支已經佔了GDP的4%，而
下一步我們就應該根據我國建設的需要，培養更多能
夠和國際接軌的人才。我這次就提交了一個有關教育
的提案，希望國家進一步推行教育改革，允許香港的
大學直接到內地開設分支學院，讓內地大學生不需到
香港或海外，就能接受與國際接軌的教育；第三我也
談了如何消弭因軍費增長而帶來的所謂 「中國威脅論
」，我建議國家應逐步把國防預算的計算方式與國際
接軌並適度增加透明度，讓大家都了解到我們的軍費
開支，完全是為了防禦的需要。同時，多向國內外宣
傳，像我們這樣的對外貿易大國，必須建設較為強大
的海空軍來維持國家安全和戰略經濟利益。

這裡有一個有趣的小插曲，為了宣傳環保和循環
再用，一家環保回收機構在會議室前擺放了舊報紙回
收箱，號召委員將看過的報紙拿出來投入箱內，同時
也是奉獻了自己的愛心。對於這件很好的事情，委
員們都紛紛響應，有委員說：不僅捐舊報紙，還想捐
錢。

我也希望這樣的環保行為能夠長期化、制度化，
而不是一陣風。比如，酒店服務員在收拾房間時，不
知能否做到將舊報紙和塑膠水瓶分類，以便回收再用
；酒店也應在適當的地方，擺放固定的分類回收箱，
以實際行動落實環保。 【北京六日電】

剛才一共是15位委員發表了很好的意見，
說明大家很關心國家的發展，也很關心香港的
穩定和諧。到香港搶購奶粉、生孩子，這不是

很嚴重的問題，我相信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
會很好地處理。這是一種利益衝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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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也有這樣的問題。

我在上海工作，上海有非戶籍人口900萬，上海
本地的人口1400萬。外地去的人，他們子女上學，要
實行義務教育，滬籍的人嘴上不說，心裡也是有想法
的。下一步的問題就是他們的子女高考不能在上海考
，高考要回家考。因為歷史上上海教育水平好一點，
大學在上海願意招生，所以上海高考錄取分數線低一
點。各地現在也採取各地的考題，不是全國統一考題
，所以外地人就希望在上海高考。上海人堅決反對，
先是網上吵架，後來跑到政府門口打架，當然我們的
警察部門把他們分開了。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呢？慢慢
解決。一下子全讓外地人到上海考高考，上海戶籍的
人接受不了，但是不讓在上海長期工作的人能夠參加
上海普遍的公共服務，這也是沒道理的。怎麼辦呢？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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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高級工、技工
等。

香港內地要包容體諒
上海也有外地人到上海生孩子的問題，一是上海

的醫療條件比較好，二是上海人生孩子收費低，所以
在上海生孩子產房很緊張。上海市的老百姓的意見也
很強烈，上海市怎麼辦呢？再加一點婦科產床，多設
一點，總要為外地人服務，在服務中發展自己。上海
醫院40%以上都是外地人，高水平的三級醫院，（資
源）很緊張，我們就建國際醫療園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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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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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整
體來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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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是會首先保證香
港的穩定發展，這是一個大前提。上海處理這些問題
，一方面要開放，另一方面上海老百姓要接受，上海
老百姓不接受的措施，上海市政府也不敢強行推出的
。雖然從道理上、道義上、價值觀上，全國到上海長
期工作的人，同上海老百姓一視同仁，這是沒錯的，
但在上海老百姓還沒有接受的時候，勉強地推出，這
是不行的。（搶購奶粉和 「雙非」孕婦到香港產子）
，這個問題特區政府會處理好，解決這個問題的前提
還是香港的穩定發展和和諧；處理好這個問題，對香

港很有益處的。
我們在座的同志，有些我很熟悉，因為在地方工

作，經常打交道。董（建華）先生很早就認識了。多
年來和香港朋友的合作，對大陸改革開放的進程有很
大的幫助。全國第一家合資企業是香港（投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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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我們從管理方
式上也從香港學習到了很多東西。現在香港很多管理
辦法也依然值得我們研究學習。上海的虹橋機場是跟
香港的機場公司合作的。虹橋機場建成後，候機樓請
香港來管理，虹橋機場的管理水平這幾年很快提升，
在去年的世界機場評比中，服務水平在世界前幾名。
我問（虹橋）機場管理集團的同志們，香港的朋友來
了，管理為什麼提高了？他們講，第一是扁平管理，
沒那麼多層次；第二是認真負責。我們還有很多方面
還要借鑒香港的經驗。

香港這麼多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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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得益於大
陸經濟、改革開放的迅猛前進，所以在應對亞洲金融
危機，08、09年的世界金融危機時，香港都能夠平安
陸，這跟大陸快速發展的堅強後盾作用是分不開的
。香港的很多朋友在大陸的發展中也受益匪淺。我看
在座有幾個我很熟悉的面孔，我知道他們在上海掙了
很多錢。這對香港也是非常重要的。大陸經濟如果出
大問題，必然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如果大陸現
在經濟總量要出大問題，美國也好不到哪裡去，大家
都是 「一根繩上的螞蚱」， 「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都是互相有關係的，這是世界經濟格局的一個部分
。美國雖然對中國非常不滿意，但它又離不開中國，
因為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格局形成互相制約的關係。所
以我們是誠心誠意希望香港發展得很好。

按基本法辦事不變
大家都是政協委員，政協的章程，有三個性質：

第一個性質是統一戰線，第二個是多黨合作的政治協
商重要機構，第三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
統一戰線就是有共同基礎，但是有不同觀點的人組成
在一起，就形成了統一戰線，和而不同。剛才，我看
宋林和李文俊的觀點就有所差別，但你們大的問題上
是一致的，希望香港好，國家好。這種大的問題就是

統一戰線。我們政協統一戰線的基礎，一是社會主義
，二是愛國主義。對於大陸的政協委員，參加政協就
要擁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對於海外的政協委
員，要求他愛國，要支持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兩
者結合起來，對香港的政協委員的要求就是：堅持 「
一國兩制」，這是港澳地區政協委員參加政協的基本
條件。在政協的工作中，我給我們港澳的政協委員提
了一條，一定要堅持 「一國兩制」，這是我們參加政
協的一個政治基礎，不贊成 「一國兩制」的人是不能
參加政協的。在堅持 「一國兩制」的前提下，對很多
問題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譬如國內的某些政策，
譬如房地產政策，我估計在座的人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這是很正常的，希望大家暢所欲言，有什麼看法，
談什麼看法。政協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陣地。
但是在基本點上，我希望我們保持一致。這個基本點
，在十八大報告中，有充分的體現，要把堅持一國原
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結合起來，把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
特區自治結合起來，把發揮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
特區政府自主發展的能力結合起來。習近平同志在前
不久會見港澳特首的時候，講了三個不變。十八大以
後新班子，港澳什麼政策，港澳方面的朋友們都很關
心。習近平同志講，堅持 「一國兩制」，按基本法辦
事不變；支持特區政府，支持特區行政長官依法施政
不變；支持港澳特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
、促進和諧的方針和政策不變，所有這些就是我們當
前希望港澳的政協委員在基本面上要堅定。這是我給
大家提的第一個希望。

支持政府大膽工作
第二個希望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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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來，香港和澳
門特區的發展情況是好的。香港順利地進行了特首選
舉，也及時解決了一些新發生的問題，澳門對下一步
選舉的辦法也出台了，整個經濟形勢是平穩的。澳門
的GDP增長6至7%，香港的GDP增長慢一點，是1.5%
，但比台灣好。一個地方，總要有一個政府；政府總
要有權威性，要靠自己不斷改進工作，取得民眾的支
持做基礎，這是前提，但也要靠大家的支持和幫助。
兩個特區都有一個特點，沒有執政黨。不像大陸，共
產黨執政，從中央到基層都有一大堆體系。但港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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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大陸還是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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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講得
越極端，網上的粉絲越多，你要講一些合理的話，反
而是被反駁，被攻擊，有走極端的傾向。在一個經濟
困難的時期，或一個社會矛盾比較多的時期，極端的
傾向是會出來的，要度過一個比較困難的時期，就要
支持和維護政府的權威，支持他們大膽工作。

第三點希望，是希望港澳的愛國愛港和愛國愛澳
的力量能夠增強團結。大家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是愛
國愛港，愛國愛澳，但在實際操作中難免會出現一些
分歧。特別是香港去年的特首選舉，我沒有分管港澳
工作，我當時在上海，但報紙上、網上講了很多（選
舉的事），香港的朋友來也會跟我說兩句，但當時我
腦子裡想的是上海的事情，當時到底什麼情況我搞不
清楚。我真誠希望大家團結起來，因為我們下面還面
臨選舉。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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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和大陸要有互相支持、配合，默契的關係。 「一
國兩制」下，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大陸實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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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的話，大陸和香港的
關係會出現什麼局面呢？香港有人跑來大陸說三道四
，姑且不論，動作不斷就違反法律了，說是一碼事，
搞動作，那就是違憲、違法的了。在香港確保有愛國
愛港力量執政，在澳門確保愛國愛澳力量執政，是大
事；在大事面前，小是小非，是過眼煙雲。共產黨內
也有矛盾，很多問題爭論很激烈，政治局就有爭論。
但共產黨是有組織和有黨性原則的，事情過去之後，
大家都維護全局。人大、政協的推選問題上，可上的
人很多，有些人上不了，他不可能完全沒想法，但一
旦中央定了，就支持大局，維護團結。香港和澳門的
愛國力量一定也可以做到這點，為了香港和澳門的繁
榮，為了香港和澳門老百姓生活福祉的改善，我們應
該做到這一點。

第四點，希望港澳的政協委員要發聲音，對歪風
邪氣希望大家發聲。大陸和香港也有極端化的傾向，
甚至有的走得很遠了，舉英國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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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10幾億人也
是堅決不會答應的，如果形成尖銳的對立就不好了。
所以在輿論導向上要研究，從愛國愛港的力量、愛國
愛澳的力量也要發聲音，當然國內有很多問題，我們
發聲也有不夠。

參政議政不限香港
總之，談了四點希望，希望港澳委員作為你們的

參考，最後再談一點希望，作為全國的政協委員，希
望你們積極參政議政，不止限於香港。在座很多政協
委員跟內地有廣泛的聯繫，你們知道我們工作的問題
，你們也知道各地政府工作中的毛病和缺點，希望大
家積極參政議政，不止限於香港，發現我們哪個地方
有不妥的地方，或者你們認為不妥的地方，告訴我們
，提出來。希望你們大家作為政協委員積極參政議政
，對不同的問題參與討論，爭取形成更好的共識。謝
謝大家對我們大政方針的支持，希望大家對 「一國兩
制」堅定信心和決心！
註：本文由本報根據錄音整理，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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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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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俞正聲參加會
議。圖為俞正聲
與香港委員陳經
緯在會前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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