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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協青年聯會成員香港政協青年聯會成員
昨日也出席了全國政協辦昨日也出席了全國政協辦
公廳座談會公廳座談會。。 何凡何凡 攝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全國政協主席俞
正聲與香港特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副會正聲與香港特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副會
長陳偉燊親切握手長陳偉燊親切握手。。左為香港特區省級政左為香港特區省級政
協委員聯誼會主席陳清霞協委員聯誼會主席陳清霞。。 中新社中新社

港區政協：俞主席點出「佔中」禍港

法治保障港繁榮
對抗中央失民心

俞
正
聲
：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何凡何凡、、任一龍任一龍、、馬玉潔馬玉潔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2222日在京會見香港的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訪京團日在京會見香港的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訪京團。。據悉據悉，，俞正俞正

聲提出聲提出44點希望點希望，，包括依法推動香港政制發展等包括依法推動香港政制發展等。。訪京團團長陳清霞引述俞正聲指訪京團團長陳清霞引述俞正聲指

出出，，中央有誠意在港落實普選中央有誠意在港落實普選，，而香港人對普選的意願是非常積極的而香港人對普選的意願是非常積極的，，相信香港市民相信香港市民

不想看到任何與中央對抗的行為不想看到任何與中央對抗的行為，，並強調維護法治對香港繁榮很重要並強調維護法治對香港繁榮很重要。。有委員表示有委員表示，，

俞主席這番話點出了俞主席這番話點出了「「佔中佔中」」為香港帶來的禍害為香港帶來的禍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凡、
馬玉潔 北京報道）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
聲在會見香港的省級政協委員
聯誼會訪京團時，提出希望聯
誼會要把握經濟全球化和內地
深化改革所帶來的機遇，在增
強香港競爭力、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經濟不發展 票子發不出
據悉，俞正聲在會面中表

示，自成立以來，香港特區省
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充分發揮聯
繫港澳委員、服務國家、服務
港區、服務社會的功能，在貫
徹「一國兩制」方針、促進香
港穩定和諧發展、促進內地與
香港的合作、團結港區政協委
員等方面，做了很多有成效的
工作。對於內地發展與建設，
聯誼會成員亦功不可沒。
俞主席說，伴隨全球經濟發

展變化，香港在世界經濟上的
地位也在變化。香港若不進行
結構調整，在世界經濟變化過
程中的地位有所降低，對港人
生活的改善是不利的。
他表示：「我們現在的很多

做法，是真心實意希望香港能
穩定、順利地向前發展，民眾
生活能逐步改善。生活改善，
不是靠政府發票子就能解決；
沒有生產的增長、經濟的增
長，票子是發不出去的。尋找
香港經濟發展更深層次的動
力，是香港改善人民生活的關
鍵。」

借鑑新加坡 注重調結構
訪京團團長、香港特區省級

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陳清霞會
後引述俞正聲主席舉例說，他
注意到新加坡近年來採取各項
舉措，展開結構調整，變化比
香港快。他希望港區委員為香
港發展多動腦筋，尋找香港經
濟發展更深層次的動力。
她又引述俞正聲主席希望

香港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多
做思考，研究方案。她個人
對此的理解，是香港許多傳
統的產業在弱化，應思考在

國家全面改革開放的機遇中香港如何
調整經濟結構。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特區省級政協委
員聯誼會容永祺表示，俞主席是希望港
區政協委員能夠在香港經濟方面多想辦
法，提出更多建設性看法。
他表示，自成立以來，香港特區省級

政協委員聯誼會充分發揮聯繫港澳委
員、服務國家、服務港區、服務社會的
功能，在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促進
香港穩定和諧發展、促進內地與香港的
合作、團結港區政協委員等方面，做了
很多有成效的工作。對於內地發展與建
設，聯誼會成員亦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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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全國政
協主席俞正聲昨日在北京會見港區省級政
協委員聯誼會時，重申中央支持香港落實
普選的誠意不容懷疑，又提到「佔中」是
挑戰法治之舉。香港社會各界認為，俞正
聲主席重申了中央一貫立場，維護香港法
治核心價值，確保香港繁榮穩定，推動違
法「佔中」的人更不應存妄想，返回基本
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法律框架
上討論政改，否則只會違背依法推動普選
的共同意願，被廣大市民唾棄。

盧文端：引青少年犯法後果嚴重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

副主席盧文端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
中央落實香港普選的誠意不容懷疑，但香港
推動普選也要依法有據，在基本法以外另搞
一套，以違法「佔中」行動推動違法普選主
張，只會浪費廣大市民時間和精力，更可能
引導青少年犯法，造成嚴重後果。
他續說，七一臨近，反對派積極部署

「佔中」，甚至大搞所謂「622公投」，
挾少數民意對抗基本法規定，俞正聲再次
強調「佔中」挑戰法治的講話，說明了依
法推動普選的重要性。

陳勇：「622公投」增政改障礙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

長陳勇認為，習近平、張德江、俞正聲等
多位中央領導人已反覆強調中央依法落實
普選的要求，推動違法「佔中」的人便應
放下幻想，返回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有關決定的法律框架上。
他續說，中央已多次重申落實香港普選

的誠意，鼓吹違法「公提」方案的所謂
「622公投日」，只會增加推動政改的障
礙。企圖以「佔中」做政治拉登綁架港人
的最終只會被市民唾棄。
出席會面的全國政協香港委員、九龍社團

聯會理事長王惠貞表示，香港是法治社會，
部分人以「佔中」破壞香港法治是很危險的
事情，尤其是香港面對競爭力下降的隱憂，

更需集中精力搞好經濟，要搞好民生，也離
不開發展經濟，俞正聲主席重申了「佔中」
對法治的危害，不但可維護香港法治核心價
值，更可確保香港繁榮穩定。

容永祺：特首愛國愛港意義重大
另一位出席會面的全國政協香港委員容

永祺也提到，俞正聲主席重申依法推動普
選，特別強調特首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
任，具有重要意義。他說，特首和內地交
流時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但不能和中央對
抗。他認為，中央並非不信任港人，但港
人追求普選的同時，亦需考慮從國家安全
層面看普選問題，港人應明白。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指出，過去一
段時間，不同中央領導人已多次重申中央
對落實普選的誠意和立場。俞正聲主席的
講話，表明中央堅決反對「佔中」，強調
政改必須依法而行，任何討論都不應超出
法律框架。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說，如何促進

香港經濟繁榮，向前邁進，是香港的重要
基礎，「佔中」行動衝擊香港核心，拖垮
香港經濟生命線，任何一個不希望香港倒
下去的人，都不會支持「佔中」，俞正聲
主席的講話，正好提醒各界依法討論普
選，免兜圈子。

林健鋒：按基本法框架有商有量
經民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林健鋒指
出，中央已經多次表達，2017年落實普選
行政長官，各界人士應按照基本法框架發
表意見，在有商有量的情況下，討論普選
的細節，俞正聲主席的講話再次說明中央
對政改的重視與支持。他希望反對派議員
不要時常拿出一些威嚇的言論令政改問題
累生枝節。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

馬逢國表示，中央支持特區推行普選不容
懷疑，並反覆強調須按照基本法及人大常
委決定依法推動政改，可惜一些人士不斷
浪費精力時間，討論一些包括「佔中」和
「三軌制」等不切實際的事情，俞正聲主
席再次重申了中央立場，能令社會各界重
返政改正軌。

各界：「佔中」必遭唾棄勿存妄想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會見中提到，港區政協委員要堅持建言獻策，
為內地建設提出建議意見。他還以上海市政協常委屠海鳴多年履職情況
為例，希望港區委員要積極發揮作用，實事求是地提出問題、研究問題。

屠海鳴：主席關心委員履職
據訪京團成員引述，俞正聲主席昨日在會面中說道：「上海有一

位政協委員屠海鳴提交大量提案、參加重要課題撰寫，其觀點看法
也屢見報端。作為政協委員，就是要發揮積極作用，多提建議。」

記者翻查數據發現，屠海鳴在獲任政協委員十餘年來，已遞交百
餘篇提案。他曾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其本職工作是企業家，同時擔
任全國各地的70多項社會職務，但放在首位的職務就是政協委員。
一年之中，他準備、研究、撰寫提案的時間，至少有320天。

屠海鳴昨晚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透露，俞正聲主席當年在上海工
作時，非常關心政協委員的履職情況。「他在上海主政時就親自批
示有關的提案和報告。我曾經對上海計程車要不要調價寫了報告，
通過政協送到市委市政府。俞主席當時批示：『對民
生問題要慎之又慎』。」屠海鳴說，俞主席昨天的講
話，一定會激勵更多的政協委員積極建言議政，發揮
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群、何凡、馬玉潔

俞主席勉港區委員多建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昨
日會見了香港的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訪京

團。成員陳清霞、譚錦球、梁亮勝、鄭翔玲與容
永祺5名全國政協委員先後發言。俞正聲主席耐
心傾聽後，充分肯定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所
做的工作。

向港區政協委員提出四點希望
俞正聲在會上提出4點希望：
一是聯誼會要引導委員帶頭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方針和基本法，推動香港政制發展在「一國兩
制」、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軌道上平穩
有序推進；
二是聯誼會要把握經濟全球化和內地深化改革所
帶來的機遇，引領港區的廣大政協委員與特區政府
一道，多做協調關係、化解矛盾、促進和諧的工
作，在增強香港競爭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等方
面發揮更大作用；
三是港區政協委員要自覺擔當責任，做香港和

內地交流交往的紐帶，為增進兩地交流和理解獻
計出力；
四是聯誼會要密切保持與內地政協組織之間的聯
繫，支持政協的各項工作，多提意見建議，為國家
經濟社會發展、為人民政協事業的發展多做貢獻。

「小法治」健全 「大法治」更須遵守
陳清霞在會面後引述俞正聲主席指出，香港人對
普選的意願是非常積極的，但他也提到，在此過程

中，相信香港市民不想看到任何與中央對抗的行
為。她個人也認為，「佔中」是違法行為，嚴重影
響香港法治，會對香港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且影響
社會穩定及國際社會對香港的看法，給香港在國際
社會的形象抹黑。
有訪京團成員引述俞正聲主席表示，香港歷來是

講法治的地方。內地借鑒香港各方面經驗，其中很
重要的一條即法治較為健全。「不能出現『小法
治』健全、『大法治』不遵守。我估計大多數香港
民眾都希望普選，但大多數民眾不希望出現香港與
內地相對抗的局面。要把這道理講清楚：可以對內
地現狀有議論，但不能使香港出現與內地對立的局
面。這對香港發展、對香港民眾的利益是重大的損
失。」
該人士續引述俞正聲主席說，香港基本法是香港

特區的根本大法。他相信香港大多數人是要按基本
法辦事的，是要堅持「一國兩制」原則的，是希望
香港能夠穩定、民眾安居樂業的，是不希望出現對
立的狀態的。如果香港出現與中央政府對抗的行政
長官，對香港發展產生的後果將是不可想像的。當
前內地經濟對香港的依賴性下降，而香港需要內地
的支持（程度）是比以前強的。香港今後發展和民
生改善，更多要依靠與內地的緊密合作。
另有訪京團成員引述俞正聲表示，香港改善民眾

生活的關鍵，不在於採取英美的選舉制度，而在於
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引導經濟結構更好的調整。
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張慶黎、李海峰等出席

會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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