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推「辛辣招」
遏止炒風，令過去
一周二手交投持續

淡靜，觀望氣氛濃厚，
購買力亦轉至租務市
場，原本計劃買樓的買
家加快租樓決定，帶動
租務成交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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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3月1日公佈
「國五條」壓樓市
重招引發連鎖反

應，為了躲限購、避繳
稅，儘管昨天是周六，
購房者仍趕 過戶交
稅，京滬等城市的房產
交易中心擠至爆棚。

詳刊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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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載火箭研究院黨
委書記梁小虹透
露，中國正加緊研

製長征十一號火箭，這
是中國首枚固體運載火
箭，該型號突破多項關
鍵技術，預計「十二五」
期間實現首飛。

詳刊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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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英國、澳
洲、日本及加拿大
央行本周將舉行議

息會議，對於央行會否
出爐重大貨幣政策，市
場沒一致預期，但會觀
望各國行長可能暗示今
年內有所行動。

詳刊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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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造訪國際太
空站的「飛龍」號
(Dragon)前日在美

國升空，不料又生意
外，進入軌道後3個推
進器發生故障，目前雖
已修復，但會延誤最少
一日抵太空站。

詳刊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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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一座39年樓齡
的洋樓昨晚發生升
降機斷纜嚴重意

外，當時電梯內載有7
名往酒樓晚宴的男女，
上升期間升降機從2樓
直墜槽底，七乘客受傷
被困，3命危4重傷。

詳刊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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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3兩 會

俞正聲任政協主席團會議主持
掌全國政協呼之欲出 與賈慶林握手致意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王曉雪、何凡）在全
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的第一次發佈會上，釣魚島問
題亦是備受關注的焦點話題之一，當媒體問及中日雙
方會否開戰以及中日關係未來走勢時，呂新華回應
稱，若日方在釣魚島問題上堅持錯誤的做法，甚至出
動自衛隊的艦艇飛機，對中方的艦機正常巡航執法進
行干擾，造成擦槍走火這樣的事實，日本必須承擔一
切後果。

釣島事件是日本一手造成

呂新華說，70多年前，日本的右翼勢力曾經把亞洲
拖入了巨大的災難，當時中國就有3,000多萬同胞死傷
在日軍的槍炮下，至今日本國內對那一場侵略戰爭的
負罪感總是躲躲閃閃，特別是在靖國神社、歷史教科
書、慰安婦等問題上發難，在傷口上灑鹽。「如果日
本不能直接面對這個歷史，深刻反省、痛改前非，即
使它物質多麼富有，在道德上他永遠站在被告席上。」

呂新華指出，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本沒有
權力拿中國的領土進行任何形式的買賣，釣魚島上的
一草一木、一塊石頭、一寸土地都不應交易。不管日
本以什麼樣的形式「購島」，都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嚴
重侵犯。

「釣魚島事件完全是日本一手造成的。」他強調，
「購島」鬧劇是日本右翼勢力蓄意挑起的，日本政府對
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破壞中日關係的行徑不僅不加以
制止，反而親自出面「購島」。

中國不主動惹事也不怕事

呂新華表示，中國是愛好和平的國家，仍舊主張
通過對話談判，和平解決國際爭端，中國不會主動

惹事，但也不怕事。中國願意同包括日本在內的所
有國家友好相處，「但我們是有原則的，有底線
的，在涉及國家領土主權的問題上我們絕不會退
讓。」

「中國政府和人民有決心、有能力維護國家的領土
主權和海洋權益。」呂新華表示，中日就釣魚島問題
保持了溝通，主張通過對話協商，找到妥善解決領土
爭端的方法。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葛沖）全國政協十二屆

一次會議預備會議昨日（2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舉行。會議審議通過了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主席團、

主席團會議主持人和秘書長名單。中央政治局常委俞

正聲任主席團會議主持人。根據議程，本屆政協會議

將於11日選舉產生新一屆主席，俞正聲出掌全國政協

已是呼之欲出。

■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預備會議結束時賈慶林、俞正聲握手致意。 新華社

新一屆全國政協

會議今日啟幕，人

大會議亦將於5日召

開，中國政治時鐘

正式進入「兩會時刻」。短短兩周會期，在時間

維度上僅是瞬間，但它將正式拉開「習李體制」

治國安邦的大幕，成為代際交替的重要歷史節

點。

今年兩會時間節點極為特殊。中國面臨的內

外環境和矛盾空前突出：中國經濟列車開始減

速、貧富差距持續拉大，民眾權利意識空前覺

醒，周邊安全環境日益複雜嚴峻。

未來兩周的兩會將有三大看點，首先是人事

方面：將選舉產生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國家軍

委主席；決定新一屆政府總理、副總理，組成

新一屆內閣；選舉產生新一屆人大委員長和副

委員長，選舉產生新一屆政協主席和副主席，

等等。

二是決定中國今後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和

戰略走向。目前，中國已進入現代化轉型的深

水地帶：物價樓價高企、收入分配失衡、權力

腐敗滋生、醫療教育就業等各種民生難題久拖

未解，城鄉、區域、階層、職業、貧富差距急

速擴大。正如李克強副總理所言，中國已進入

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發展仍很不平衡。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避免「拉美病」是當務之

急。

三是作為中共十八大後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活

動，兩會將把十八大中執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

程序轉化為國家意志。政府改革將提上重要議

事日程，《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

意味 中國將以職能轉變為核心，繼續簡政放

權、完善制度機制、提高行政效能。此外，政

府工作報告將對新一屆政府的開局之年的工作

作出具體部署，這對未來五年的戰略性意義不

言而喻⋯⋯

是次兩會將是外界把握中國政治和經濟脈動

的窗口，將制訂中國政經發展的新路向。而在

這個民眾議政的最高平台，數千名中國民意代

表、各階層社會精英也將就中國內政外交、國

計民生等議題亮出真知灼見，積極獻計獻策，

並在交流中迸發思想火花，令人期待。

呂新華：日挑釁擦槍走火須擔後果

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呂新華昨日介紹，政協預備會議通過了
由323人組成的會議主席團，主席團會議主持人和秘書長

名單等，本次大會主席團會議主持人是俞正聲，大會秘書長是杜
青林。據中央電視台報道，昨日預備會議結束時，俞正聲主動上
前，與十一屆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握手致意。

杜青林料任第一副主席

隨後召開的主席團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主席團常務主席名單，
主席團常務主席是俞正聲、杜青林、令計劃、韓啟德、帕巴拉．
格列朗傑、董建華、萬鋼、林文漪、羅富和、何厚鏵。其中，杜
青林、帕巴拉．格列朗傑、董建華、萬鋼、林文漪、羅富和、何
厚鏵均為十一屆政協副主席，而韓啟德為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副委
員長。

根據慣例，主席團第一常務主席為全國政協主席的大熱人選，
而其他常務主席是政協副主席的熱門人選。如五年前政協十一屆
一次會議預備會議通過的主席團常務主席名單，包括賈慶林、王
剛、廖暉、帕巴拉．格列朗傑、白立忱、陳奎元、阿不來提．阿
不都熱西提、李兆焯、黃孟復、董建華、張梅穎、張榕明。從會
議後期全國政協領導層的選舉結果看，排在常務主席第一位的，
當選為全政協主席，第二位的為政協第一副主席，其他常務主席
均為政協副主席。

11日將產生新一屆主席

根據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日程，11日上午，政協十二屆一
次會議主席團將舉行第三次會議，通過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選舉辦法，以及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副主
席、秘書長、常務委員候選人名單等；11日下午，政協十二屆一
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將選舉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主席、
副主席、秘書長、常務委員。呂新華稱，大會閉幕會上新當選的
全國政協主席將發表講話。外界普遍期待，屆時俞正聲將首度正
式以全國政協主席身份公開亮相。

新屆兩會 代際交替節點
兩會報道組 王 玨

■俞正聲任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主席團會議主持人。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兩會

報道組於北京全面

展開採訪活動。圖

為報道組在人民大

會堂前合影。

本報記者

王添翼 攝

本報
兩會報道組

常務主席（10名）
俞正聲 杜青林 令計劃 韓啟德

帕巴拉．格列朗傑（藏族）董建華

萬　鋼 林文漪（女） 羅富和 何厚鏵

主席團（323名，按簡體字筆畫排序）
刀述仁（傣族） 干以勝 于文明

萬鋼（致公黨界）萬季飛 衛小春 馬　 （壯族）

馬大龍 馬長慶（東鄉族）馬志偉（滿族） 馬英林

馬培華 王　偉（解放軍）王天戈 王太華 王文彪

王正偉（回族） 王永樂 王永慶 王光謙

王旭東（中共界）王宇田 王作安 王林旭 王明明

王欽敏 王秦豐 王珣章 王家瑞 王梅祥 王新陸

王新奎 韋建樺 雲公民（蒙古族）牛汝極

毛肯．賽衣提哈木扎（哈薩克族） 鄧　楠（女）

甘　霖（女） 厲以寧 石　碧 石愛中 龍新民

盧　京（壯族） 盧　壟 盧志強 盧曉光（滿族）

盧展工 葉小鋼 田　剛 田　嵐（土家族）田　靜

田　震 田中群 田玉科（女，土家族） 田成平

田惠光（女） 冉　霞（女，苗族）

白成亮（哈尼族）仝廣成 令計劃 印紅（女）

馮　鞏 馮國勤 馮驥才 蘭雲升 年福純 朱之鑫

朱永新 朱孝清 朱維群 傳　印 伍淑清（女）

任法融 全哲洙（朝鮮族）劉　凡 劉　斌（蒙古族）

劉長樂 劉長銘 劉漢銓 劉迎龍 劉明康 劉振亞

劉曉莊 劉曉峰 劉曉榕 劉家強 劉繼賢

劉新文（女） 劉慕仁 齊續春（滿族） 關　凱

宇如聰 許仲梓 許京軍 許家印 孫　淦 孫安民

孫懷山 孫蔭環 孫菊生 陽安江 嚴　俊 蘇　榮

蘇士亮 蘇士澎（滿族） 杜青林 李　明

李羚（女）李崴 李讜（女）李小林（女） 李衛華

李玉光 李世濟（女） 李冬玉（女）

李漢柏（白族） 李成玉（回族） 李華棟 李克穆

李卓彬 李和平（民進界）李朋德 李澤鉅 李學舉

李海峰（女） 李家傑 李毅中 楊　健 楊天怡

楊俊文 楊衍銀（女） 楊勝群 楊崇匯 楊維剛

吳　剛 吳　江（無黨派界） 吳　晶（女）

吳雙戰 吳正德 吳光正 吳國禎 吳定富 吳 權

吳曉青（滿族） 何　維 何小平 何為榮 何丕潔

何光暐 何柱國 何厚鏵 余國春 沈文慶 宋 海

（滿族） 張　帆 張　海 張元龍 張玉臺 張左己

張慶黎 張來斌 張建平 張研農 張桃林

張海迪（女） 張海濤 張基堯 張裔炯 張震宇

阿什老軌（彝族）陳　元 陳　傑（女，高山族）

陳　群 陳　旗 陳廣元（回族） 陳世炬 陳永棋

陳自力 陳進玉 陳建功 陳紹軍 陳政立

陳曉光（民盟界）陳章良 陳清華 陳錫文 陳德銘

陳冀平 邵　鴻 邵琪偉 武維華 茅永紅

林文漪（女） 林樹哲 林樹森 林毅夫

歐陽明高 尚勳武 羅富和

帕巴拉．格列朗傑（藏族）季允石 周小川 周文重

周漢民 周伯華 周忠和 周健民 鄭小燕（女）

鄭心穗 鄭立中 鄭蘭蓀 鄭軍里（瑤族） 鄭建邦

鄭建閩 鄭家純 鄭惠強 學　誠 房興耀

居來提．買買提明（維吾爾族） 孟學農

孟曉駟（女） 趙　雯（女） 趙雨森 趙振銑

趙曉勇 郝明金 胡四一 胡國珍（女，侗族）

胡定旭 胡振民 南存輝 段敦厚（白族） 俞正聲

姜偉新 姜建初 洪祖杭 洪慧民 姚克 姚志彬

姚愛興 賀軍科 秦大河 珠康．土登克珠（藏族）

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傑布（藏族） 袁隆平 袁熙坤

賈慶國 賈治邦 夏　濤 顧秉林 錢克明 錢冠林

倪慧芳（女） 徐　澤 徐　輝 徐一天 徐一帆

徐振寰 殷曉靜（女） 高　峰（宗教界）

高小玫（女） 高體健 高武生 高鴻鈞 郭層城

郭振家 唐英年

桑頂．多吉帕姆．德慶曲珍（女，藏族） 黃志賢

黃麗滿（女） 黃作興 黃明榮（黎族） 黃宗洪

黃潔夫 黃格勝（壯族） 黃康生（布依族）

曹小紅（女，回族） 曹衛星 曹其真（女）

康耀紅 梁國揚 梁保華 彭小楓 彭雪峰 葛劍平

葛劍雄 董萬才 董文標 董建華 蔣作君 韓志然

（蒙古族）韓啟德 韓美林 覃志剛（壯族） 喻林祥

程　紅（女） 程津培 程崇慶 傅成玉 傅先偉

傅惠民 焦　紅（女） 童世平 曾　華 溫思美

謝慶生 謝克昌 靳尚誼 裘援平（女） 賴　明

雷　蕾（女，滿族） 蔡　威 蔡達峰 廖澤雲

譚　萍（女，苗族） 德哇倉（藏族）

顏延齡 潘雲鶴 潘功勝 潘貴玉（女）

霍　達（女，回族） 磨長英（女） 戴德豐

主席團會議主持人：俞正聲

秘書長：杜青林

十二屆全國政協一次會議主席團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