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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正23副」 組成的十二屆全國政
協領導層中，副主席職數相比上屆減少三
人，非中共副主席超過半數，少數民族、
女性、港澳等各界都有代表人士，彰顯了
政協的廣泛包容性和代表性。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十一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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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重要訊息：確保愛國愛港力量治港
正在北京舉行的全國政協十二屆

一次會議，昨日選出俞正聲為全國政
協主席，接替退下來的賈慶林，同時
選出二十三位副主席和二百九十九位
常委，順利完成了新一屆政協領導班
子的人事更替工作。

在中共 「十八大」 選出以習近平
為總書記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後，中
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征程又掀開新的一
頁，二○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
標已清晰展現在全國人民面前；因此
，本屆兩會的舉行，不僅要對 「十八
大」 的要求作出積極回應，今後五年
、十年的工作也必然要為實現新時期
和新目標而發揮更大的作用，作出新
的更大的貢獻。這是本屆兩會與過去
相較更令人注目的原因所在。

而作為全國最大民主議政機構的
全國政協，昨日選出的新班子顯然已
充分體現了新時期必須要有更大作為
的特點，在實力、經驗和識見上都是
強大和精幹的。

別的不說，光以二十三位副主席
為例，其中多達十六位為新當選，只

有七位是連任，而二十三人全部具有
大學本科學位，其中一半是碩士，還
有多位是經濟、工程、法律博士。年
齡方面， 「不好意思」 ，本港前特首
董建華先生赫然以七十五 「高齡」 而
成為最年長的一位。當然，董先生的
政商經驗與人脈關係，堪稱 「政協一
老、如有一寶」 。

至於六十七歲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俞正聲，可說是出掌政協的最理想人
選，無論是其長期主政山東、湖北、
上海，深入實際、熟知民情的地方工
作經驗，還是廣泛的海內外與兩岸社
會聯繫，都足以令他在新的工作崗位
上可以更加匯聚民智、廣開言路、得
心應手，令政協在全國的政治、經濟
、民生和兩岸工作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而且，俞正聲一向作風踏實開放
、講話實事求是，不打官腔、不繞圈
子，日前與香港委員見面時的一席話
，就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港人社
會中也引起了深刻的回響。

事實是，正如前述，在國家面臨
大發展和新機遇的要求下，香港政協

委員必須和全國委員一樣，要在新時
期發揮新作用、作出新貢獻，而俞正
聲日前對港委員提出的五點希望，正
正就是結合國家和特區新形勢的重要
論述，內容有針對性，有的放矢、擲
地有聲，值得一讀再讀。

俞正聲對港委員提出的五點希望
是：一是堅持 「一國兩制」 、二是支
持特首依法施政、三是愛國愛港要加
強團結、四是駁斥歪風邪氣要敢於發
聲、五是對國家事務積極參政議政。

五點希望，毫無疑問，是對港委
員的新要求，也是新的激勵和鞭策，
而其核心，就是要堅持立場、理直氣
壯、擴大影響，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
港的長期執政。

就在講話發表翌日，特區少數反
對派政客和亂港傳媒已立即乘機起哄
，驚呼什麼愛國愛港力量要 「長期執
政」 、二○一七年不會有 「真普選」
……云云。

這些反對派政客和亂港傳媒的激
烈反應，說明俞正聲的講話的確切中
時弊、正好打中了某一些人的痛處。

在這些人眼中，愛國愛港力量要治港
、要長期執政，不僅不能做、就是連
說也不能說，一說就不是 「一國兩制
」 ，不是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就是什麼 「西環」 治港、中央 「干預
」 了……。這難道是可以接受的、合
理的反應嗎？

事實是，今天，香港回歸祖國已
經十五載，特區 「勿談國事」 ，不准
提愛國愛港者治港，愛國愛港幾乎要
等同 「賣港」 被 「打入另冊」 ，實在
已經到了荒謬絕倫、不可以再容忍的
地步了。一些人必須認其聽聽俞正聲
到底講了些什麼：

「二○一七年普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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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愛國愛港力量的在香港
長期執政，是香港特區改善人民生活
、經濟平穩發展的關鍵，也是中華民
族復興的一件大事。」

任何人只要不存偏見、或稍存是
非正義之心，相信都會同意，俞正聲
所要求於港政協委員者，包括確保愛

國愛港力量長期執政，不能讓對抗中
央、離心離德者執政，不僅說出了事
實，也說出了符合全體港人根本利益
的真理和真話。

基本法第一章第一條開宗明義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四十三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
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
政區負責；第四十五條又規定：特首
經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
府任命。

這裡面一切有關條文，無不已清
晰、有力地說明，香港與祖國不可分
割，特首必須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為中央所接受和任命，那麼，除了愛
國愛港力量之外，難道對抗中央、離
心離德者會符合這些最基本的憲制和
法定要求，他們的執政會有利特區有
利國家嗎？

確保愛國愛港者在港長期執政，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必須身
體力行、作出表率，任務光榮而又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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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班子中的「紅二代」
隨歲月的流逝，在中共開國元勳逐漸淡出歷史舞台之後，中國政壇

上的 「紅二代」嶄露頭角。在新一屆的 「全國兩會」上，自然也看到許多
中共 「紅二代」的身影。

在今日選舉產生的政協新班子中，陳元和周小川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
，陳元的父親是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 「第五號人物」、中共第二代領導集
體 「第二號人物」、曾在1956年中共八屆一中全會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的
陳雲。周小川的父親周建南則曾任機械工業部部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顧
問，是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

除了陳元和周小川外，有更多中共領導後人出現在新一屆全國政協常
委名單中。例如鄧小平次女鄧楠和李先念之女李小林。此外，抗日名將、
新四軍第四師師長彭雪楓將軍之子彭小楓上將也當選全國政協常委。

【本報記者李理】

在十一日的新一屆全國政協常委當選名單唱票環節中
，不少文藝界名人進入另選名單，引得全場陣陣笑聲。記
者看到，得票較多的是諾獎得主莫言，一共得到七票。趙
本山則得到四票，成龍和馮小剛分別得到三票。陳思思得
到一票，李彥宏也得到一票。

根據選舉規則，委員如果反對選票上某位候選人，需
要把該候選人姓名右邊的長方形小白框塗滿黑色，還可以
在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範圍內另選他人。

【本報記者李理】

政協瘦身減三副主席政協瘦身減三副主席

綜觀整個政協領導層，23位副主席中，有11位
中共高官，八大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各佔一席，
港澳兩位前特首董建華、何厚鏵雙雙連任，帕巴拉
．格列朗傑是在西藏享有崇高威望的宗教領袖。其
中有四名分別屬於藏族、回族、壯族、滿族的少數
民族人士。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與上一屆相比，副主席職數減少三人。2008年
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選出25名副主席，屆中於
2010年增選何厚鏵為副主席，總數達到26人。

16新副主席來源廣泛
16位新當選的副主席，來源各有不同。中共中

央統戰部部長令計劃當選，延續了多年來統戰部長
擔任政協副主席的慣例。而韓啟德在擔任了兩屆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之後，今次轉到政協任
職。

副主席中還有三位省委書記，即河北省委書記
張慶黎、江西省委書記蘇榮、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
；兩位民族自治區政府主席，即寧夏的王正偉和廣
西的馬；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即
國務院僑辦主任李海峰、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陳元
、央行行長周小川、中聯部部長王家瑞；齊續春、
陳曉光、馬培華、劉曉峰、王欽敏等五人均為民主
黨派、全國工商聯負責人。

周小川和陳元都是國際熟知的財經名流，尤其
是周小川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貢獻卓著，被譽為
「人民幣先生」。王家瑞在推動政黨外交尤其是斡

旋朝鮮問題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李海峰是新當選的
副主席中唯一的女性，多年來在推動中華文化走出
去、聯繫海外僑胞方面做了大量工作。55歲的王正
偉是最年輕的副主席。

張慶黎曾先後在新疆、西藏擔任要職，為邊疆
安全穩定出力頗多。此次當選秘書長，這複製了上
一屆黑龍江省委書記錢運錄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

秘書長的模式，未來將負責主持全國政協機關的日
常工作。

牽動新一輪人事調整
張慶黎等地方諸侯及周小川等部委大員此次當

選政協副主席，躋身國家領導人行列，勢必帶來新
一輪人事調整的高峰。不過，新當選的幾位政協副
主席，有的仍可能兼任原來職務。這種模式以往有
例可循，如全國政協副主席萬鋼就一直兼任科技部
部長，橫跨國務院和政協兩大領域任職。

在299名全國政協常委中，同樣是能人濟濟一堂
。其中尤為引人關注的是，商務部部長陳德銘、住
建部部長姜偉新、中央財經辦主任朱之鑫、中央農
辦主任陳錫文、工商總局局長周伯華等一批財經官
員當選。他們都已超過或即將年滿65歲，此番入圍

政協，將會帶來財經部委領導層的變陣。

小班禪膺最年輕常委
23歲的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傑布繼2010

年補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之後，此次再晉升政協常委
，在政壇更進一步。他也是年齡最小的政協常委。

新當選的政協常委中，既有黨政領導幹部和各
民主黨派、工商聯的領導骨幹，又有經濟、教科文
衛、民族、宗教、歸僑、港澳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
。如經濟學家林毅夫、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主席馬英林等。一批退役將領如
原二炮政委彭小楓上將、原武警司令員吳雙戰上將
也當選常委。此外，各省區市都有代表當選新一屆
政協常委，如原北京市政協主席陽安江、原上海市
政協主席馮國勤等。

11日下午的人民大會堂中央大
廳燈火輝煌。主席台兩側大屏幕上
的黑白紀錄片裡，毛澤東、周恩來
與沈鈞儒、李濟深等民主人士談笑
風生、共商國是，中國人民政協第
一次全體會議正在舉行選舉；而在
大屏幕外的現實場景裡，兩千多名政
協委員濟濟一堂，以一人一票的形式
選出新一屆政協領導集體。這種時空交錯60
餘年、主題內涵歷久彌新的獨特畫面，構成
了一幅別具中國特色的民主圖景。

與往常相比，今天的會場氣氛顯得更為
喜慶隆重。23個投票箱被分置於主席台和會
場座席前，火紅色的票箱前方鑲嵌人民政
協的會徽，莊嚴富麗。每位委員手持兩張選
票，金紅色的是選舉主席、副主席、秘書長
的選票，粉紅色的是選舉常務委員的選票。

「請各位委員按照坐區和預定的路線投
票。」下午3點40分，會議主持人杜青林的
話音剛落，選舉正式開始。主席台上，俞正
聲手持選票，緩步走至投票箱前，莊重地投
下神聖一票。隨後，杜青林、令計劃還有為
港人所熟悉的董建華、何厚鏵等，依次在主
席台正中央的票箱前完成投票。

回座之後，俞正聲一直關注場內委員
們的投票情況。他身體前傾倚靠在桌子旁，
四顧環視台下的場景，突然似乎發現了什麼
，便一邊舉起手指遠處，一邊湊過身去與
鄰座的杜青林、林文漪等輕聲交談，整個過
程始終面帶微笑，神情自若。

二十分鐘後，投票結束，進入計票階段
。直至4點30分左右，選舉結果出爐。此時
，十一屆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特意來到會場
，一起見證新一屆政協常委會的誕生。

當主持人宣布俞正聲以贊成票2188張、高票當選第
十二屆全國政協主席時，全場掌聲雷動。俞正聲笑容滿
面地儒雅起身，分別向台下、台上鞠躬致謝。隨後，
他又轉過身，與鄰座的賈慶林緊緊握手，彼此高興地交
談了幾句，氣氛和諧融洽。伴隨輕快的音樂，兩人一
前一後地緩步退場。主席台上不少新老委員，紛紛走上
前來握手，向俞正聲祝賀，與賈慶林道別。

這一承前啟後的歷史交接，倍顯團結之氣，民主之
隆，和諧之盛，中國人民政協又翻開了新的一頁。相信
在未來的歲月裡，長策謀國運，良言濟蒼生，政治協商
民主還將譜寫出新的篇章。

特稿 本報記者 鄭曼玲

莫言入常委另選名單 ◀莫言等 「
明星」 進入
政協常委另
選名單，引
來不少笑聲
。圖為莫言
在投票

中新社

▲3月11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選舉產生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和常務委員，圖為委員們在排
隊投票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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