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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黨政主官膺政協領導
五省「一把手」當選副主席 牽動省部級人事調整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海巖）有「人民幣先生」
之稱的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昨日當選為新一屆全國
政協副主席。此前有消息稱，為了保持金融業決策的
穩定性和持續性，周小川有可能留任央行行長，金融
業加速改革或可期。

躋國家領導人不受年齡限制

周小川是中國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任央行行長，也是
一位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央行行長。在過去十年的任期
內，周小川始終以改革派姿態掌舵中國央行，2003年
上任伊始便大刀闊斧啟動國有銀行改革；2005年人民
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起航；2009年周小川提出，「必
須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 、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
的國際儲備貨幣」，以解決金融危機暴露出的現行國
際貨幣體系的一系列問題，引發國際市場關注；2011
年，面對美國量化寬鬆政策，周小川提出將熱錢引入

「池子」的理論，當年周小川被《歐洲貨幣》雜誌評
為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長。

今年1月份，周小川達到65歲的正部級官員規定退
休年齡。在去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大，周小川未能當選
新屆中央委員。按照慣例，周小川將於今年3月份卸
任央行行長，不過全國政協副主席屬於「黨和國家領
導人」，年齡可以放寬。去年12月十八大期間，周小
川被問到何時退休時稱，「退休嘛，年紀大了，總是
要退休的」。上周，被記者問到是否會連任央行行長
一職時，周小川「笑而不答」。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金融室副主任張明撰文
稱，「如果周小川能再次連任央行行長，既表明最高
層對周小川過去10年工作的肯定，又反映了在當前格
局下找到一個完美繼任者的困難，同時還意味 決策
層將進一步增強央行獨立性，甚至可能為金融大部制
改革埋下伏筆」。

此次有三位現任省委書記與兩位自治區政府主席
新當選政協副主席。分別是河北省委書記張慶

黎、江西省委書記蘇榮、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寧夏
回族自治區政府主席王正偉、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馬
飆。按慣例，上述5人在全國政協任職後，將卸去地方
職務。

黨政高官料續任要職

在新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班底中，目前在中央黨政
部門擔任要職的有：中央統戰部部長令計劃、科技部
長萬鋼、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中聯部部長王家
瑞和國務院僑辦主任李海峰。最近20年來，均有一名
政協副主席兼任中央統戰部部長。

作為民主黨派領導人，萬鋼上屆當選全國政協副主
席時未卸去科技部長職務。而周小川就任全國政協副
主席，也並不意味他必須立即卸去現有行政職務。

常委涵蓋黨政軍民學

新一屆政協常委299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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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科

技、教育、文化、體育、衛生、宗教等各方面代表人
物，可謂「黨政軍民學」共聚一堂。中直黨務系統高
官，包括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與常務副部長張裔
炯，中央直屬機關工委常務副書記孟學農，人民日報
社社長張研農，中宣部副部長吳 權、中組部副部長
王秦豐、中央外辦副主任裘援平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
室常務副主任楊勝群等。

常委中的政府官員有兩位現任內閣部長，即商務部
長陳德銘、住建部長姜偉新；還有發改委副主任朱之
鑫、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國台辦常務副主任鄭立
中、水利部副部長胡四一、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農
業部副部長張桃林、國家旅遊局局長邵琪偉和國家工
商行政管理總局局長周伯華等。

鄧小平女兒當選常委

軍隊方面，有四位退役上將當選常委，分別是武警
部隊原司令員吳雙戰，武警部隊原政委喻林祥，二炮
原政委彭小楓，總政治部原副主任童世平。另外，國
家主席胡錦濤辦公室主任陳世炬也是新屆全國政協常
委。

團體方面，則有鄧小平女兒、中國科協前黨組書記
鄧楠；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周文重；中國對外友協會
長李小林；中國貿促會會長萬季飛、中國殘聯主席張
海迪和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全哲洙等。常委中亦不乏
專家智囊，如權威經濟學家厲以寧、林毅夫、「雜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國務院參事室主任陳進玉、中國
法學會黨組書記陳冀平等。

23歲班禪首入選常委

宗教界方面，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傳印、中國道教
協會會長任法融、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會長陳廣元、
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高峰、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
主席房興耀和馬英林均列新一屆政協常委中。今年
已年滿23歲的佛協會副會長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傑
布首次當選政協常委，協會副會長刀述仁、學誠都
連任常委。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也出現在常委名
單中。

另外，有36位少數民族人士當選政協常委，人數多
於上屆。他們來自藏、蒙古、朝鮮、回、滿、維吾
爾、壯等人數較多的民族。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

組 何凡）十二屆全國政協

領導層11日揭曉，也牽動新

一輪省部級人事變動安排。

除工作過渡需要外，內地政

壇近年從未出現過政協系統

的國家領導人兼任省部級地

方主官的情況。隨 五個省

份黨政「一把手」新當選全

國政協副主席，其所在省份

在今後一段時間料將展開高

層人事調整。此外，隨 未

在十八屆中央委員之列的央

行行長周小川、商務部長陳

德銘與住建部長姜偉新等轉

入政協領導層，令外界關注

的國務院新內閣人選增添了

更大懸念。

周小川或留任央行行長

■全國政協會議昨選舉新政協領導人，委員們在排隊投票。 新華社

全國政協常委名單（按簡體字姓氏筆畫排序）

刀述仁(傣族) 干以勝　于文明　萬季飛　

衛小春　馬大龍　馬長慶(東鄉族)

馬志偉(滿族) 馬英林　王　偉(解放軍)

王天戈　王太華　王文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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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秦豐　王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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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　

盧志強　盧曉光(滿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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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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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曉榕　劉家強　劉繼賢　

劉新文(女) 劉慕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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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士亮　蘇士澍(滿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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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國春　沈文慶　宋海(滿族)

張　帆　張　海　張元龍　張玉台　張左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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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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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樹哲　林樹森　林毅夫　歐陽明高　尚勳武　

季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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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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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作君　韓志然(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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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 11日召開的政協十
二屆一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上，選
舉產生了新一屆政協主席。隨後，記
者就新「政協主席」採訪了到會的部
分政協委員，「務實」成了委員們評
價政協主席的高頻詞彙。

霍震霆：會更重港澳事務

全國政協港澳委員霍震霆表示，俞
正聲對香港和港澳委員都很了解，相
信在未來的政協工作中，他會更加注
重港澳事務。 ■兩會報道組 李茜婷

黃志祥：港澳台經驗豐富

說起新任全國政
協主席俞正聲，全
國政協委員、信置
主席黃志祥頻頻點
頭，並向記者豎起
了大拇指。「那天
他在港澳界別小組

討論時，就說到了自己在處理港澳台
同胞工作方面的豐富經驗，說明他對
這個方面問題不僅有『膽略』而且很
了解。」

楊釗：利香港內地合作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
長楊釗博士也高度
評 價 了 俞 正 聲 ，

「他曾說過香港和
內地的合作，合作
就雙利，鬥爭就兩

敗」。
「既然新一屆政協落定，我也鼓

勵香港的社團今後要多站出來說
話，做一個表率，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支持一國兩制，造福香港
市民，為國家繁榮昌盛出自己一份
力量」。

■兩會報道組 葉臻瑜

傅建榮：推進民主制度化

全國政協委員傅
建榮希望新上任的
俞正聲主席按照政
協章程，按照加強
人民政協工作的意
見，進一步做好各
方面工作，進一步

推進協商民主制度化。
■兩會報道組 李欣

孫亞夫：對台政策可連續

俞正聲當選新政
協主席，中共中央
台辦、國台辦副主
任、海協會執行副
會長孫亞夫昨日出
席全國政協會議時

向本報透露，未來大陸對台方針政策一
定會保持連續性。 ■兩會報道組 葛沖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趙鵬飛）

昨日下午全國政協選舉產生新一屆政協
領導人。在現場唱票人宣讀的政協常委
另選人中，多位文學藝術界明星如諾貝
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家喻戶曉的笑星
趙本山、內地民歌一姐宋祖英、香港著
名藝人成龍等都榜上有名。其中，莫言
獲得7張贊成票，趙本山4張贊成票，宋
祖英、成龍各獲2票。當現場唱票人唱
出當監票人的趙本山名字時，即刻響起
一陣歡快的笑聲，中國第一諧星的影響
力果然不容小覷。

趙本山當監票人

■監票人趙本山檢查票箱。 中新社

委員讚新政協主席務實

■新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小川會後離開會場。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