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中國外交部組織的40餘位駐京境外記者23日走進全
國政協機關進行參觀，這是全國政協首次接待境外記
者到訪參觀。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趙啟正向眾記者表
示，在中國，話語權是政協擁有的一個很大的權力，
政協委員的提案很有權威性，會受到各方的尊重。

委員意見建議 納入草案
他說，政協委員通過提案或口頭等方式向中央和政

府各部門提出的意見、建議和批評，一定能夠得到答

覆；政協委員要求視察中國各地，了解各地方政府工
作以及當地農業、工業、文化發展的情況，各地政府
都不能拒絕，而且要提供原始材料以供審查。

談到即將在今年兩會期間審議的、關於中國國民經
濟和社會發展的「十二五」規劃草案，趙啟正還透
露，政協委員們提出了許多關於民生問題、農村建
設、自主創新的科技發展等方面的意見和建議，都已
被納入草案之中。

趙啟正表示，對於國家的國計民生，「十一五」的

進行以及「十二五」的制定，政協很多正式的意見都
被採納。每年政協委員正式用文字提出來的提案，大
約超過5千件，數量是很驚人的，涉及政治、經濟、文
化、外交各個領域，這些提案的重要性並不相同，其
中在歷史上比較重要的，就是關於三峽水庫的建設，
曾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見。海峽西岸經濟區也是由政協
副主席帶隊，委員和專家們進行了充分的論證，提出
了很好的建議，現在已經納入國家的戰略方案。

民間角度出發 提案詳細
他表示，今年的提案均集中於「十二五」，在關於加

強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戰略型新興產業以及
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等方面，委員們的提案比較詳細，
角度也是從民間出發。

據悉，全國政協第十一屆四次會議將於3月3日在北
京人民大會堂開幕，會期十天，並安排休息一天。據
趙啟正表示，本次會議將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兩場記者
招待會，主題分別為「十二五」政協委員談經濟，談
民生。另在梅地亞將舉辦5場記者會，題目分別是文
化、教育、公共外交、科技創新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越山、王曉雪 北京報道）

2011年全國兩會即將於下周開幕，全國政協23日首

次向境外媒體打開神秘大門，40餘位駐京境外記者

走進全國政協機關進行採訪參觀。期間，全國政協

第十一屆四次會議發言人趙啟正在接受記者採訪時

表示，政協未來將會更加開放。談到今年兩會政協

委員們的提案，他透露，提案集中在三方面，包括民生、新農村建設以及科技自主創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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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首邀外媒參觀 趙啟正接受採訪透露

委員提案聚焦民生農村科技

刑法修正案 維持醉駕入罪規定

人大常委會昨審議人代會議程

穗人代會缺席者名單刊報章

政協禮堂兩「金龍」 象徵港澳回歸祖國

新華社北京23日電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23日在
向外國和港澳台台駐京記者介紹全國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有關
情況並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茉莉花革命」在中國不會發
生，認為中國可能發生「茉莉花革命」的想法是「非常荒唐和
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中國發生「茉莉花革命」的想法
非常荒唐和不符合實際

趙啟正說，中國目前存在的許多問題，如地區發展不平衡、
分配不均等，是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中國共產黨
和中國政府在隨時探討和解決這些問題，而不是處於麻痺狀態
置之不理。

「可以說，很多問題都是在解決的過程中，是一個現在進行
時。」趙啟正說，能夠發現自身的問題，並且把問題公開，能

夠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堅決執行，這樣的執政黨和政府是
堅強的，是會不斷前進的。

23日上午，來自33家外國和港澳台媒體的43名記者受邀前往
全國政協參觀座談。這是中國最高政治協商機構首次向境外媒
體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越山、王曉雪　北京報道）全國政協
新聞發言人趙啟正23日在北京表示，中國不會發生類似「茉莉
花革命」那樣的事情。他同時還表示，不管外國想在中國發動
什麼革命，中國都會堅決反對。

少數人希望中國動亂
「美國之音」等媒體記者提出，中國是否會發生類似突尼斯

「茉莉花革命」之類的事情時，趙啟正明確指出：中國不會發生
這樣的事情。趙啟正表示：「『茉莉花革命』這種事情，我可以

很明確的、很有信心地告訴你，在中國不會發生。」
趙啟正說，在1,500萬人的城市，有幾個人在那裡站一站，

這沒有什麼實質的意義，但是我們也相信，這裡面是有少數
人，希望中國發生某種動亂，但是不會發生。

有記者提出，臨近「兩會」，網上將會限制一些詞語的搜索。
對此，趙啟正表示，一定要看到互聯網對社會發展的貢獻是主
要的，但如果管理不當，也會出現負面問題。他指出，中國並
不拒絕外國的信息，中國要了解世界，對於本人來說，每天要
上網很多時間，研究各國信息、重要的及對華有影響的事情。

網絡管理會不斷改善
趙啟正表示，中國的網民到去年12月底是4.52億人，是世界上

擁有最多網民的國家之一。中國人很喜歡上網，喜歡高科技的
利用，並沒有因為中國對網絡進行管理而降低增長率。這表
明，絕大多數網民擁護這種管理，而管理的出發點就是國家利
益和全民利益。他說，對於在網上煽動不穩定因素的言論，應
理所當然的予以制止。中國的網絡管理者以及中國網站很願意
與國外同行進行交流，並不認為今天的管理就是最理想的，

「我們會不斷改善」。
■趙啟正在全國政協接受境外媒體
提問。 外交部新聞司薛偉 攝

12天會期重頭戲
審批「十二五」規劃

釣魚島問題
委員倡對話

「茉莉花革命」
吹皺中國水面？
據中通社北京23日電 中國一年一度的政治重戲「兩

會」即將臨近，按照往年慣例，現在正是全社會努力營
造「團結向上」和諧氣氛的時刻。然而，上周日出現在
多個城市所謂的「茉莉花」聚集行動擾亂了慣常的視
聽。儘管相關行動在對中國的社會影響可謂波瀾不驚，
但是，這股從網路發端的「茉莉花」風潮還是吹皺了中
國的水面。

2月19日下午，博訊網上出現匿名帖子號召中國13個城
市的民眾20日14時到當地指定地點集會，並喊出一些紓
解民困的口號。20日當天，北京、上海、瀋陽、廣州等
地出現了少數民眾聚集引起圍觀，從幾十人到數百人不
等，各地均派出警力維持現場秩序，聚集持續數十分鐘
後被疏散。

海外媒體對此高度關注，甚至有報道以「中國茉莉花
革命」來描述此事。就實際情況而言，將這次民眾聚集
活動稱為「革命」有些言過其實，因為聚集者中有許多
人僅不明就理的過路人和旁觀者而已。有傳媒認為此次
多地發生的「茉莉花」行動是中東、北非的「茉莉花革
命」多米諾效應在中國的一次投射，是一種模擬行為。

事件發生後，多國專家、學者對此作出評估，大多認
為中國不太可能發生「茉莉花革命」。有外電報道，在北
京清華大學任教的社會學家讓路易羅卡爾認為，中國和
中東的處境不同，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支持度不低，沒有
改變政權的願望。儘管問題也很嚴重，但總體上中國沒
有如同埃及和突尼斯那樣深刻的社會危機。

在經歷了30多年經濟飛速發展之後，社會矛盾也在不
斷積累，貧富兩極分化日益明顯、社會腐敗現象嚴重。
這些深層問題與現實的各種民生問題交織在一起，形成
了中國民間對社會改革、轉型的訴求。

應該看到，決策層對中國國情現實已有清醒和緊迫的
認識。就在事件發生前一天，胡錦濤在中共中央黨校省
部級研討班開班式上專題發表了社會管理與創新的重要
講話。該講話被認為是中共高層首次關於維護群眾權益
機制建設的全面表述。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9常委當
天全部出席，該講話被認為代表了中南海的集體意志。

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建黨90年，建政60餘年，引領中
國繼續向前發展的社會基礎堅實，社會民眾對政府的滿
意度在2008年PEW研究中心的調查中以8成位居全球最
高。而且，經歷過社會動盪的中國有 「維穩」的共
識，無政府主義在中國民眾中基礎薄弱；同時，知識界
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需要的是時間，所謂的「茉莉花
革命」不可能在中國發生。

義務教育擇校費
教育部明令禁收

趙啟正：中國不會發生「茉莉花革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國家教育
部基礎教育一司副司長王定華23日在教育部新聞通氣會
上表示，教育部近期將印發義務教育分規劃，通過採取
統一城鄉教師工資待遇、明確禁止學校收取擇校費和治
理「佔坑班」、改革高中階段招生考試制度、鼓勵普通高
中將招生指標均衡分配到初中等方式，促進城鄉教育一
體化、推動義務教育均衡發展。

禁助學為名收擇校費
針對百姓最關注的擇校問題，王定華表示，一些中學

將辦培訓班與招生聯繫起來，舉辦所謂的「佔坑班」，或
者學校與「佔坑班」舉辦人暗中聯繫，以此作為選擇生
源的途徑。這種方式是不允許的，應 力整頓。

王定華表示，目前在許多地方，擇校問題依然是一大
「頑疾」，需要加大推進治理擇校問題的工作力度。針對
目前有些地方的學校雖然取消了擇校費，但改為以「捐
資助學」方式獲利的情況，王定華表示，個別學校通過

「捐資助學」與擇校掛 的做法是錯誤的，教育部將治
理。

將統一城鄉教師待遇
在談到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目標和任務時，王定

華表示，在促進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工作方面，將統一
教育規劃佈局，統籌教師資源配置，統一教師工資待
遇，並統一學校建設標準。教育部將推動各地制訂和完
善本地區義務教育學校基本辦學標準，建立校長和教師
的交流制度，完善免試就近入學的政策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備受關
注的2011年全國「兩會」即將於下周正式開幕。據
介紹，全國「兩會」從3月3日開幕，到3月14日閉幕，
會期共為12天，其中全國政協會議將於3月3日開
幕，全國人大會議將於3月5日開幕。與往年相同，
全國人大會議結束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將與中外
媒體見面，並就各界關注的問題回答記者的問題。

據有關人士透露，2011年全國「兩會」屬於「平
年例會」。人大會議議程多以常規安排為主，主要包
括聽取和審議總理工作報告；審查和批准2010年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11年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計劃報告；審議和批准2010年預算執行
情況和2011年預算報告；聽取和審議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聽取和審議「兩高」工
作報告。

「十二五」規劃綱要3月14日表決
今年人大會議與往年不同的，是審議和批准「十

二五」規劃綱要。依照往年慣例，「十二五」規劃
綱要將於3月5日，也就是人大會議開幕當日公佈。
隨後，人大各團組、政協各界別，將分組審議、討
論「十二五」規劃。代表、委員在會期中，可將對

「十二五」規劃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提交至大會。經修
改後的「十二五」規劃，將在3月14日通過全國人大
會議的表決。

全國政協會議方面，將列席3月5日人大會議開幕
式，列席人大會議聽取「兩高」報告。此外，政協
方面還將舉行多場全體會議，部分委員將就各界關
心的熱點話題進行大會發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越山、王曉雪 北京報道）

有俄羅斯記者問及今年全國政協委員是否有向政府
提出釣魚島等問題的提案，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趙
啟正表示：關於釣魚島，政協委員們的立場很清
楚，釣魚島歷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但委員們同
時也提倡中日之間要加強交流對話，加強公共外
交，不只是官方，民間以及企業亦須展開更廣泛的
交流。

趙啟正說：我們到日本的訪問比到俄國還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苗苗　廣州報道）正在舉
行的廣州市十三屆人大六次會議，開地方兩會先河，
在報紙上公佈缺席代表的名單，引起熱議。請假缺席
的多為企業老闆，但政府人員，包括幾位區長、局
長，甚至連許瑞生、貢兒珍這兩位廣州市副市長的名
字也赫然在列。而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在會議首日
因有公務活動請假也被列入名單。廣州市人大常委會
主任張桂芳稱，下一步將研究如何處罰無故不履行開
會職責的代表。

香港文匯訊 據中新社23日電，全國人大常委會23
日第三次審議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草案維持了
前兩次審議時有關「醉駕入罪」的規定：在道路上
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
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並處罰金。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在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進
行第二次審議時，有的常委委員建議進一步明確

「醉酒」的概念。還有委員提出，對醉酒後駕駛機動
車一律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實踐中可能涉及面過

寬，建議增加「情節嚴重」等限制條件。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適時說，對

於這些意見，公安部、國務院法制辦等部門研究
後認為，醉酒駕車標準是明確的，與一般酒後駕
車的區分界限清晰，並已執行多年，實踐中沒有
發生大的問題，將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這種
具有較大社會危險性的行為規定為犯罪是必要
的。為此，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維持原來的相
關規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全國「兩
會」前最後一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昨日在北京舉行。
此次會議除審議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的議程、主席團和
秘書長名單、列席人員名單外，還將審議鐵道部部長任
免案。上述事項的審議結果，預計於本周五（25日）公
佈。

本次常委會會議還審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
繼續審議了刑法修正案(八)草案、非物質文化遺產法草

案、車船稅法草案等。
據介紹，提交本次常委會會議進行第三次審議的刑法

修正案(八)草案，在刑罰執行期限方面對因累犯和八類
重罪判處死刑緩期執行並限制減刑的罪犯與其他罪犯加
以區分。

值得關注的是，三審稿還加重了對生產、銷售有毒有
害食品犯罪的處罰，增加了單位持有偽造發票犯罪的規
定等。

數十家境外記者23日
走進全國政協禮堂，政

協禮堂內迎面左右兩條「騰飛」的金
飾「巨龍」，引起記者興趣和圍觀。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條巨龍皆與港澳
有關。

其中，左邊的「華龍迎珠」，龍高
1.997米，鑲1997片鎏金龍鱗，紅木底
座高97公分，寓意1997年中國恢復對
香港行使主權；珠，則為紫荊花和藍
寶石合成，也象徵 「東方之珠」美

譽的香港。而右邊的「吉祥龍」，則
高1.999米，鑲1999片24K貼金龍鱗，
紅木底座高99公分，寓意1999年中國
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

兩條金龍為廣東省政協委員捐贈，
目前評估價值高達數億元。而聳立於
政協禮堂內，既供各界人士睹其風
采，表現中華兒女對香港和澳門回歸
祖國的深情，亦能感受中華民族崛起
以及全國政協團結協作的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曉雪、劉越山

花絮

■寓意澳門回歸的「吉祥龍」。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境外媒體參觀全國政協，觀賞香港畫家劉宇一作品。 香港文匯報北京分社記者王曉雪 攝

兩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