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建聯代表互勉多為國獻策

新世界集團董事總經理、港區政協小組召集人鄭家純
昨日是「主人家」，先大談「新朋舊友」共聚一堂的

喜悅，並勉勵民建聯的人代及委員多為國家建言獻策。民
建聯主席譚耀宗亦透露該黨發展的前景，目前已有11,150
位會員，會員迅速增長，且有不少是年輕成員。據悉，民
建聯有32位全國政協委員和9位全國人大代表，在中國的
政治舞台上，可謂扮演一定角色。

彭清華：會場人擠擠 黨內人才濟濟

彭清華隨即代表主任高祀仁發表幽默講話。他說，非常
高興參加今天的這個聚會，看得出來民建聯是人才濟濟：
「我一進來時，看到有這麼多人，還在想：會員有這麼多
嗎？當然譚主席介紹還有些人沒來，看來民建聯確實在對
香港繁榮穩定做出貢獻的同時，又成了香港社會繁榮穩定
的受益者。」一語且畢，已惹來一陣哄堂大笑。
彭清華副主任續稱，在這個過程中，民建聯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在為香港市民謀福祉的同時，民建聯自身也
確實得到很大的發展：「在這我們也衷心地希望，民建聯
在未來的日子裡，能夠把民建聯發展得更好，進一步壯
大，並為香港繁榮穩定作出更大的貢獻，同時也希望民建
聯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積極地參與國家事務，為國家的
發展建言獻策。」

周南預祝今年第二仗更成功

喬曉陽講話提到早上吳邦國委員長提出的三點希望：
「一是加強學習，第二就是建言獻策，第三是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這三條也適用於委員，今天看到我們民建聯
這樣發展壯大，非常高興。」
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笑稱，與在座民建聯成員相

識20多年，都是老朋友，很感謝家純給他們這個機會聚
頭。他稱讚民建聯現在已是香港第一大政黨，而且在去年
區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大概你們自己也沒有料到會取
得那麼光輝的成績，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奠定更堅實的基
礎，我預祝你們在今年的第二場戰役中取得更好的成績。」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7日電】初見香港中聯辦副主任
彭清華，樣子有點嚴肅，但原來頗有「冷面笑匠」的功
力。他在寄語民建聯的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要積
極地參與國家事務，為國家的發展建言獻策時，若忍不住
幽鄭家純一默：「鄭先生剛才講的建言獻策，雖然普通話
有點難懂，但意思大家都聽明白了。」

港人常講「和諧社會」

彭副主任又笑說，現在很多香港人發言，用的都是內地
詞：「甚麼和諧社會呀、協調發展呀，這也反映我們經常
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我們自己也從中收穫。」
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也笑稱，看到在座每一位，都

是老朋友，自己感到非常親切。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

陽「喬老爺」笑 憶述在04年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帶一個新
界團來，自己在人民大會堂見他們：「我說：『我看到你
們，就想到一首歌：看見你們格外親。』這是歌唱解放軍
的，今天我還是想到這首歌，但我不會唱。」

港代表「大石壓死蟹」

他復回應彭副主任有關「內地詞」的說法，笑稱現港區
委員、代表滿口內地的術語，真是這個情況：「我們現在
都講不過你們了，你們現在講得比我們還好，我們接觸港
人多了以後，我們倒反而港言港語了，像『大石壓死
蟹』，我聽得最多了，我都不懂是甚麼意思。」喬老爺話
音甫落，台下立即笑聲雷動。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7
日電】民建聯將於3月29至

30日在深圳舉行路向營，10屆全國人大副秘書長
喬曉陽、特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屆時
將出席並發表專題演講。據了解，今次路向營主
題是如何做好換班工作，以及培訓新人參政。民
建聯主席譚耀宗、前主席曾鈺成均會在會上發
言。

200人應邀出席

民建聯路向營將於3月29至30日於深圳舉行，包
括該黨中常委、監委、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均獲
邀出席，預料與會者將超過200名。為加強成員對
國家最新發展的認識，身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的
10屆全國人大副秘書長喬曉陽將應邀出席路向營
並發表專題演講。
為增加出席成員對特區政府施政的認知，民建

聯同時邀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出席並

發表演說。該黨亦會邀請學者就不同問題及政策
範疇作分析及講解，務求讓會員在探討未來發展
路向時有更廣闊的思維空間。

立法會選舉熱身

未來換班及培訓新人的做法﹐是今次路向營的
主題，譚耀宗及曾鈺成也會發言，預料他們屆時
會提出對有關問題的看法。為更好準備9月舉行的
立法會選舉，相信民建聯一眾高層會對各基層成
員、中常委作出鼓勵，帶 去年區議會選舉告捷
的重要經驗，打好立法會選舉這場硬仗。
據悉，路向營的開辦方式是先由嘉賓進行專題

演講，就不同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期間民建聯的
高層也會發言。之後的環節是進行分組討論；根
據過往經驗，大會將把與會者分成6至7組，以小
組形式深入探討不同範疇議題，小組討論會分成2
至3個部分，至30日中午完結。民建聯中常委將作
總結，為未來發展定調。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7日電】早在
1983年，合和集團主席胡應湘（見圖）
就提出港珠澳大橋的設想，25年後的今
天，胡應湘表示，自己有愚公移山的精
神，堅持不懈才有了今天的結果。

冀通車時親身試駕

胡應湘稱，港珠澳大橋經過那麼多
年的討論，如今終於進入啟動程式，
相信幾個月後便會有具體的方案出
台，他笑稱，你們不要那麼心急，再
多等兩個月就會有具體結果的。

胡應湘指出，凡事如果要進行反
對，都要有科學依據。港珠澳大橋對
三地發展都有好處，他亦會盡自己的
努力做出貢獻。至於建設大橋出資方
面的問題，他表示，這些事情都可以
商量，香港受益多些多出點錢也是理
所應當，而澳門地方小，少出點錢也
可以。
胡應湘還開玩笑說，自己等了那麼

久，終於看到有所見展，但大橋通車
後自己可能已經80高齡，他期待自己
能駕車通過這座大橋。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7日電】
在北京難得見到原新華社香港
分社社長周南，記者自然不會
放過機會，立刻趨前詢問。他
笑稱，香港形勢總體上是好
的，國家現在興旺發展，而且
還會繼續高速度地發展下去，
而國家越來越強盛、越來越繁
榮，這是對香港穩定繁榮的最
大的保證。
周南又說，香港最近這一段時

期當中也是發展得不錯，政治、
經濟、社會、民生各個方面都發
展得不錯：「我相信在未來的歲
月中，只要正確理解、貫徹基本

法，香港一定會發展得更好，港
人的生活一定會更美好。這除了
中央的大力支持，還有香港同胞
的共同努力。」
被問及昨日國家主席胡錦濤

會見港澳全國人大代表、全國
政協委員時寄語人代、委員要
努力履行職責，祖國永遠是港
澳的堅強後盾，周南指出，胡
主席的講話當然是對港澳人代
和委員的很大的鼓舞：「中央
很重視港澳委員，希望他們為
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更多更大
的貢獻，與香港社會各界一
同，把香港建設得更美好。」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7日電】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今日繼續進行小組討論，會上委員發言踴躍，
內容則多圍繞港商在內地面對的困境，有委員更
指出，在兩稅合一、勞動法及環保法等政策的衝
擊下，可能造成上萬間中小企倒閉，希望中央政
府正視這個問題，尋求一個好的解決方法。
不少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都有在內地投資，亦經常

收到內地港商的求助，故在政協小組討論會上多位
委員慷慨陳詞，點出港商，特別是中小企，在內地
艱苦經營的慘況，不少人更意興闌珊，有意閉關廠
房。有委員指出，有人估計屆時將有上萬間中小企
倒閉，這雖然可能有點誇張，但政策與經營一環扣
一環，當不斷有中小企倒閉時，連鎖反應之下，一
段時間過後，後果便會慢慢顯示出來。

心繫內地港商
港委員熱議新勞法

喬老爺逗趣
港委員精通「雙語」

聚會京城 高祀仁彭清華喬曉陽周南等出席

民建聯月底路向營 喬曉陽專題演講

胡應湘自比愚公 堅持不懈「築」大橋

周南：國家強盛 保港穩定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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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主任喬曉陽(左)和港區人代、香港工會聯合會理
事長黃國健。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傳真

■前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長許仕仁(左)
及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傳真

■民建聯前主席曾鈺成(右)及現主席譚耀宗(左)與港澳
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屬「老友記」，自是一見便雞啄不
斷。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傳真

■前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許仕仁獲邀出席民建聯「大佬」聚會，左起：葉國謙、譚
耀宗、許仕仁、朱樹豪、楊耀忠、鍾瑞明、盧文端、楊釗等。 ■左起：譚耀宗、王鳳超、葉國謙、蔣麗芸。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傳真

■民建聯領導層與高祀仁大合照。左起：計
佑銘、楊孫西、蔣麗芸、高祀仁、鄭家純、
譚耀宗、葉國謙。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傳真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7日電】這是在

北京出席兩會的民建聯成員的聚會，而又

不局限於民建聯，同時有來自友黨的朋

友，如自由黨的李大壯和前香港特區政府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有相識多年的老朋

友，如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加上

香港中聯辦主任高祀仁、副主任彭清華、

王鳳超、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陽和前特區駐

京辦主任梁寶榮，重量級嘉賓雲集，

筵開五席，大家敘友情、談近況、聊

發展、論時政，不亦樂乎。

本報獨家報道

■盧文端及彭清華在宴會上交流。 本報記者北京傳真

胡總：西藏安全繫全國安全

上午九時整，胡錦濤來到人民大會堂西藏廳參加
審議。大廳內外響起了熱烈的掌聲。等候在門

口的工商界人士普布在兩位女代表的陪同下，將一
條潔白的哈達敬獻給總書記。

細聽細記代表發言

胡錦濤在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慶黎的介紹下與
代表們一一握手。新雜．單增曲扎是二十名西藏代
表中唯一的活佛。十九年前胡錦濤還在主政西藏時
曾接見過他。今天，新雜再次與胡錦濤握手。
大家落座後，張慶黎、向巴平措、曉紅、多吉次

珠等七名代表發言，總書記邊聽邊記。每當代表們
談到老百姓切身利益時，總書記總是抬起頭來，專
心凝聽。他還不時插話，特別是向基層代表詢問有
關情況。
當曉紅談到她負責的南伊珞巴民族鄉孩子們百分

之百全部入學時，胡錦濤一連問了孩子們學雜費國
家「三包」標準現在是多少、吃住怎麼樣、到縣城
上高中有多遠等好幾個問題。當自治區第二人民醫
院檢驗科主任薩珍代表談到他們通過醫院這個視
窗，明顯感覺到農牧民醫療健康、享受公共財政陽
光水準大幅提高時，總書記欣慰地笑了。
新代表格桑卓嘎是拉薩市郊的一個村裡的黨支部

書記。漢語說得不算流利，她用藏語告訴總書記：
我是一位元農牧民代表，城市規模的迅速擴張後，
安置政策到位，城郊農民失地但並沒失業。胡錦濤

拿 她從拉薩帶來的安置農戶新房照片仔細端詳，
再次滿意地笑了。
聽完發言後，胡錦濤講話。他從西藏的重要戰略

地位，到穩定、發展兩件大事；再到走中國特色、
西藏特點的發展路子；還要切實關心在那曲、阿里
等艱苦地區工作幹部、援藏、駐藏人員的生活與健
康，都一一叮囑。

強調要加強民族工作

據新華網報道，胡錦濤說，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
要求，把中央的方針政策同西藏實際緊密結合起
來，走有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發展路子， 力推
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力推進改革開放，推動西藏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胡錦濤強調，西藏穩定關係全國穩定，西藏安全

關係全國安全。要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強民族
工作和宗教工作，全力維護西藏社會和諧穩定。
胡錦濤還充滿感情地說，西藏各族幹部特別是基

層幹部工作很辛苦，對他們要多關心、多支持、多
幫助，特別是要關心那些長期在條件艱苦、工作困
難地方努力工作的幹部。對援藏幹部，要切實做到
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熱情關
心、管理上嚴格要求。
與往年相同，胡錦濤在審議結束後又關切地託付

大家，回去轉達他對西藏各地各族各界幹部群眾的
問候，並與代表和工作人員親切合影。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7日電】10屆全國人大委員長吳
邦國出席港區人大代表團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對港區
人大代表提出三個希望，寄語人代要加強學習、多為國家
事務建言獻策，以及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港區人
代范徐麗泰認為，香港代表來自不同界別，中央希望代表
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多提供意見。
吳邦國今早出席港區人大代表團會議，聆聽代表們審議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並向各人代發表重要
講話。港區人代譚惠珠引述說，吳邦國先是指出香港各方
面的發展勢頭良好，政局、社會穩定。他又讚揚，香港特
首曾蔭權強政勵治，促進經濟措施普遍受到歡迎。全國人
大常委會就2012年兩個選舉辦法及普選時間表作出決定
後，香港總體反映中央的決定符合大部分香港市民的意
願。
他又對代表們提出了三個希望，首先是希望各代表加強

學習，范太引述說，由於現屆36名代表中有多名新代表，
同時也有很多舊的代表，吳邦國希望他們可以加強學習人
大的工作，認清職能，包括如何寫提案、如何開會視察
等。
譚惠珠則引述，第二點希望則是希望人代們就國家發展

建言獻策，香港在國家深化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能夠扮演
重要角色，故希望人代們多提意見。第三點希望是希望人

代們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在重大問題上扮演社會
導向的作用，包括政治經濟民生課題，而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是香港老百姓的福祉所在。

范太認為，吳邦國有關政制發展的說法並沒有特別強有
力的訊息，只是希望人代盡量按照人大常委會決定，表達
意見，協助本港政制向前發展。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7日電】出席「兩會」的部分港澳
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聯辦官員日前應邀出席福建省委省
政府座談會，與福建省委書記盧展工、省長黃小晶、省政協
主席梁綺萍等聚首。他們紛紛為「海西」發展建言獻策，並
呼籲中央賦予福建更靈活的政策，將其打造成為對台的「先
行試驗區」，成為兩岸多方面交流交往的紐帶，推動兩岸早
日和平統一。

打造成對台「先行試驗區」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議員蔡素玉說，溫總理提到充
實惠及台胞的政策、支持海峽西岸發展時福建籍代表都用力
鼓掌，此舉在完善中國經濟發展的佈局上同時考慮到惠及台
灣同胞，令「海峽群體」都受到鼓舞。
港區政協委員、香港香江國際投資集團董事長楊孫西，港

區政協委員、福建社團聯會常務副主席林樹哲等建議說，未
來五年港澳與內地在金融、文化、衛生、體育等各方面的合
作會更密切，「一國兩制」和CEPA的實施應以福建為試點
成為惠台措施比照的範本，香港也可在銀行等金融機構設
立、投資資格擔保、貨幣結算等方面成為兩岸合作的過渡跳
板，以吸引更多包括台資在內的海外資金回流福建。
香港恆興基立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施祥鵬、香港沿海綠色

家園集團主席曾文仲等則提議，將海峽西岸地區闢為類似於
兩岸自貿區的惠台政策先行試驗區，讓區內在直航、旅遊、
投資、法律等各方面都享有更多自由裁量權，便於更多吸引
台企，更方便解決台胞事務，更好維護台胞和台企的利益。
盧展工致辭感謝港澳代表、委員和廣大海內外鄉親長期以

來對福建發展的始終關心，對家鄉建設的大力支持，對祖國
統一的積極促進。他說，最早理解並支持「海西建設」的是
港澳鄉親，最大力推動「海西」發展的是港澳代表和委員。
目前，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全面推進，海西戰略開始形成，

海西定位開始形成，海西效應開始形成，海西氛圍開始形
成。這是多年來福建幹部群眾持續努力的結果，也與港澳地
區代表、委員和廣大海內外鄉親的積極支持、參與分不開。

閩書記巧解閩字讚「三平」精神

另，港區代表委員們都是各自代表團討論會後趕來座談，
福建書記盧展工深有體會，在座談開始時就貼心地說，每年
和大家見面都想表達感謝，感謝方式就是開飯。不過以前掌
握得不好，話講的多，飯吃的少。溫總理說要注重民生，健
康是民生，不餓肚子更是民生。所以今天改一改，少講點
話，多吃點。眾人開心鼓掌，倍感溫情。
一貫睿智的盧展工在簡短的致辭中還不時迸出幽默火花。

參會的多為閩籍人士，說到福建人時，他指 坐在對面的林
樹哲說，人家說「『閩』字是出門一條龍，關在門裡是條
蟲」，我看福建人面相都很平靜，但是內心都熱血沸騰，表
面是蟲，實際上是條龍。他讚賞的說，福建人才有的「三平」
精神，就是平凡之中的偉大追求、平靜之中的滿腔熱血、平
常之中的極強烈責任感。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7日
電】就奧運會舉辦期間，西藏
如何防範分裂組織抵制奧運會
及進入北京搞破壞活動。在北
京出席「兩會」的西藏官員今
日表示，西藏自治區將會密切
防範達賴集團及其組織的分裂
活動，並就此做好了充分準
備，有信心確保2008年奧運會及在西藏組織的相關
活動能夠順利安全進行。駐藏武警部隊政委也表
示，武警部隊已做好準備，會對分裂活動採取堅決
的相應措施。
全國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慶黎指

出，人民就是銅牆鐵壁，一方面會動員人民力量，
防範分裂組織的破壞活動，另外西藏也會做好周密
的防範工作，不會掉以輕心，要確保2008年北京奧
運會順利召開。
全國人大代表、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

會主任列確(見圖)表示，西藏會採取系列措施和相
關方法，對一些意圖不軌行為人員進行教育，針對
別有用心和圖謀不軌的分子，則該控制的控制，該
牽制的牽制，該教育的教育，該引導的引導。

駐藏武警部隊做好相關準備

全國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強調，
目前西藏面臨的不穩定因素主要就是達賴集團和其
組織所進行的分裂活動，因此在這方面要做好充分
準備。向巴平措說，不管是誰想通過奧運會搞分裂
活動絕對不會得逞，西藏的準備是充分的，信心也
是充分的，西藏一定確保北京奧運會包括在西藏的
奧運活動順利進行。
全國人大代表、西藏武警部隊政委亢進忠亦稱，

武警駐藏部隊一直都在藏區進行反分裂活動，針對
奧運會已經做好一切準備，如果出現不穩定因素，
達賴集團的破壞和搗亂行為，在個別和特殊情況下
會採取相應的措施。他並表示，目前部隊正在進行
訓練，並且會密切關注事態發展。

西藏嚴密措施
防「藏獨」破壞京奧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7日電】福建省委書記
盧展工今日上午在福建代表團開放討論會上，談
及廈門遷建PX項目一事時表示，PX項目遷建漳
州未明確，將尊重企業主選擇，服從國家決定。
同時談及此事的廈門市長劉賜貴及漳州市長李

建國均表示，PX項目由來已久，論證表明「這
是一個好的項目」。劉賜貴說，廈門海滄投資區
建設之初的規劃為石化區，但十多年來隨 特區
的發展，廈門市的城市功能定位為現代化港口風
景旅遊城市。廈門正在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龍頭
城市，打造區域性的金融、物流、研發、旅遊、
文教以及醫療中心，致力於發展高端的製造業和
服務業。PX項目顯然與廈門的功能定位不符，
不適合繼續建設。

項目不符廈門功能定位

劉賜貴稱，廈門已建議把這個項目遷移到福建
省更適合、空間更大的地方，目前正在和項目的
企業主協商，按照程序上報，正朝 圓滿的方向
發展。
盧展工也表示，受限於1,000多平方公里的面

積，PX項目在廈門發展無法擴大並形成產業鏈
延伸，因此希望該項目可以選擇在其它更適合的
地方落戶。
對於被稱廈門PX項目將遷往漳州古雷半島興

建的說法，漳州市長李建國對媒體表示，漳州的
古雷半島具有天然良港，適合發展各類大型臨港
工業，如企業主願意，漳州將歡迎PX項目遷建
此地。

盧展工談PX項目
遷漳州未確定

與藏區代表「十一會」詳詢基層民眾生活情況

吳邦國盼港區人代多建言獻策

港區代表委員為「海西」提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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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6日參加西藏代表團
的審議。圖為胡錦濤同代表
們親切交談。 新華社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7日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

錦濤6日參加了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西藏代表團的審議。在九屆、十屆全國

人大的十次年會裡，曾主政西藏多年的胡錦濤，年年前往西藏團。此次人大換

屆，他雖不再是西藏團的代表，還是來到了西藏團。屈指一算，胡錦濤已經

是第十一次赴西藏團了。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7
日電】全國人大代表、西藏
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見圖)
今日在此間表示，西藏活
佛轉世並不是中國共產黨
和中國政府杜撰的，活佛
轉世制度形成已經很長時
間，有規範的歷史定制，
也有一套規範的程式和宗
教儀軌，並且一定要經過中央政府的批准。
向巴平措表示，在活佛轉世方面，黨中央國務院

的政策非常明確，就是尊重傳統，尊重信教群眾意
願，如果違背這套原則，出於政治目的和動機而另
外搞一套，信教群眾、宗教界、西藏人民都是不會
答應，不會承認的。

向巴平措指活佛轉世
有規範定制

■吳邦國參加香港代表團審議。圖為吳邦國與代表們合影。 新華社

■盧展工與楊孫西、蔡素玉、霍震寰、莊紹綏、曾文仲
等。 本報記者黃若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