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總力挺汪洋「解放思想」

溫家寶在仔細聽取代表們的發言後表示，社會實踐永無
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地
區和前沿陣地。在新的形勢下，廣東要堅持解放思想、實
事求是、與時俱進；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
膽試驗、變革和創新；堅持破除迷信、反對本本主義、永
不殭化，永不停滯。要以思想的解放激發創造力的釋放、
以觀念的更新促進工作的創新，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
中繼續走在全國前列。

汪洋：總理五年七訪粵

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商務部部長陳德銘等國家多個部
委的負責人，陪同溫家寶參加審議。
據了解，廣東團有9名代表在今天上午的審議中發言，

包括抗「非典」院士鍾南山、深圳市長許宗衡、農民工代
表胡小燕、格力空調董事長董明珠等，每次代表發言完
畢，溫家寶都會穿插簡單點評，精彩處贏得廣東代表陣陣
掌聲。
在代表們開始發言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

書記汪洋動情地說，總理在過去5年裡，7次到過廣東，分
別視察過農村、企業、學校、機關、醫療衛生、市場、社
區等45個單位，重點城市廣州、深圳分別去過4次。
汪洋說，2003年，「非典」肆虐期間，總理一年內兩次

到廣東，部署指導抗「非典」；今年，在罕見的雨雪冰凍
災害面前，總理飛抵廣州指導春運，解決了一系列問題，
看了市場，問了物價，了解了抗災情況。
汪洋稱，廣東近年的一些大項目是總理批准同意的。總

理在廣東發表過很多具有前瞻性的講話，至今對廣東仍有
重要的指導作用。

呼籲社會關注農民工

廣東團代表胡小燕是此次新當選的農民工代表，在討論
中，她也特別提到了農民工的苦楚。她動情地說道，農民
工出門在外，家庭和孩子留在家中，就成了留守家庭。如
果自己不是身為一個留守兒童的母親，也不會有如此深切
的感受。她說道，很多留守在家，由於缺乏照料，在外打
架鬥毆，不能像普通兒童健康成長。溫家寶聽後也表示贊
同，認為現在農民工待遇不佳，他說中國目前有2億農民
工，5,000萬個農民工家庭，希望社會能更關注農民工。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7日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習近平今日上午參加全國人大湖北
代表團的審議，讚揚湖北在早前的雪災中採取的抗災救
災措施得力，甚至直言「欽佩」。習近平還為湖北武漢
城市圈剛剛獲得的「新特區」規劃出謀劃策，要求全省
針對缺乏開拓精神的軟肋 力整治，早日實現中央為其
設計的中部崛起戰略支點定位。
習近平認為，湖北在保障受災群眾安全、正常生活及

交通暢通方面可謂全力以赴。而在轉移安置災民提出回
家的要求後，省相關單位確認安全後才幫助群眾返家，
對不具備返家條件的全力保障生活，有些地方甚至組織
黨員24小時巡查，這些措施「相當有成效」。
習近平認為，這次南方雪災突如其來，受災地區均無

經驗，今後中央將進一步完善抗災應急機制，夯實基礎
設施建設，尤其調整交通和電力輸送設施的建設標準，

並且要在災害中綜合考慮交通、電力和農副產品供應體
系間的相互影響。

鼓勵探索中部崛起之路

對於湖北的優勢，習近平以工業基礎良好、科教實力
雄厚、區位優勢明顯來概括，表示中央對湖北寄予厚
望。他直截了當指出，湖北與沿海發達地區的差異關鍵
在於思想，因此要針對新情況、新問題解放思想、真抓
實幹，從體制、機制層面進行突破。
為此，習近平提出要突破固有思維模式，探索出一條

有別於東部地區的發展道路。湖北應該因地制宜，尤其
加強現代服務業發展和土地資源管理，從實踐中總結出
一套內容完備、結構合理、功能健全的制度，在節約資
源、能源方面為推動中部乃至全國的改革方向起示範帶
動作用。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7日電】隨 泛珠合作日趨深
入，滇港合作成為秦光榮為雲南省構築全新開放格局
所重點關注的一個板塊。此前，他親自撰寫了《深化
滇港合作共創美好未來》一文，論述他所期望推進實
施的滇港合作新格局，其中他在「滇港合作 眼未來」
一節中明確表示：雲南與香港可以從以下八個方面加
大合作力度。

八大領域促進滇港互動

一，聯手開拓國際市場。鼓勵雙方企業聯合 「走出
去」。一方面，鼓勵雲南企業借助香港平台走向世
界；另一方面，將雲南建設成為香港面向東南亞、南
亞的「加工基地」。二，產業合作。加強滇港產業的
對接和配套，建立能有效整合雙方優勢資源的產業
鏈，催生一批高成長性、具較強競爭力的產業集群，
形成滇港產業之間合理分工。鼓勵香港企業參與雲南
能源、礦業、生物、旅遊、高新技術等產業領域的開

發。三，物流商貿合作。以雲南出省、出境高速公路
網和鐵路網為基礎，聯合開展物流設施特別是面向東
南亞、南亞的物流設施建設，使「香港製造」、「香港
設計」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四，旅遊合作。把雲南的
硬體條件與香港的軟體優勢有機結合，加強旅遊資源
整合，聯合策劃精品旅遊線路，共同打造國際旅遊品
牌。積極研究和推動開通昆明－香港(九龍)直達列
車，促進雲南居民赴港「個人遊」。五，城市建設合
作。加強滇港雙方在城市建設、運營、管理等方面的
合作，充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實現互利共贏。
六，服務業合作。支持港資銀行、保險公司在雲南設
立分支機搆，開展銀行、保險業務，鼓勵和引導符合
條件的雲企到香港上市。七，共同建設開放的市場體
系。進一步促進滇港雙方相互開放市場，放開技術出
口限制，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消除貿易
壁壘，實現滇港兩地經濟一體化。八，加強人力資源
開發合作。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
7日電】全國人大代表、
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今
天表示，規劃中的「滇
中調水」目的是為了解
決滇中地區百姓的缺水
問題，而不是稀釋滇池
污水。他又透露，金沙
江上游龍頭電站、怒江
水電計劃目前仍沒有開
工，仍處於論證階段。
對各界關注的雲南水電開發尤其是怒江問題，

雲南省有關方面一直保持低調，很少公開回應。
但白恩培今天向參加團組開放的記者表示，衡量
怒江水電開發條件是否成熟的標誌有四：一是爭
取怒江下游地區、國家的理解和支持；二是水電
開發付出的生態代價是最小的；三是涉及的百姓
生產、生活一定能夠得到絕對的保障，生活不僅
不下降，而是在開發中使生活得到改善；四是開
發方案得到大多數專家、政府、環保人士的支
持。
至於「滇中調水」方案，目前仍處於比選階

段。原先有計劃從金沙江麗江石鼓段取水，後因
涉及移民達8萬至10萬人而沒有作決。專家估
算，實施「滇中調水」方案預計需投入400億元。

雲南書記白恩培：
怒江水電尚未開工

倡活得健康　
鍾南山提「大衛生」概念

社會實踐無止境　與時俱進促創新

滇港合作多方優勢互補
■資源互補。雲南自然資源得天獨厚；香港擁
有雄厚的資金和技術條件，以及優良的國際自
由港等條件。滇港合作可將優勢資源結合起
來，於世界市場的競爭中創造明顯的比較優
勢。

■區位互補。雲南是中國從陸路上溝通東南
亞、南亞的便捷通道；香港居亞太中心位置，
具有面向太平洋和東南亞的沿海優勢。滇港合
作，可實現雲南與香港兩頭對外，形成陸路海
路雙向互動的外向發展態勢，使雙方的對外經
濟涵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廣闊區域。

■經濟互補。滇港合作，可充分發揮各自在資
源、市場、資訊、資本和技術等方面差異性，
形成強勁的互補優勢。

習近平盛讚湖北抗災成效

秦光榮：研推滇港直達列車

【本報兩會
報道組北京7
日電】全國人
大代表、雲南
省省長秦光榮
今天在團組開
放日上回答本
報記者關於如
何進一步推進
滇港合作的提
問時稱，在泛
珠的框架下，
雲南將積極推
進與香港的深

化合作，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關係。今年4月上旬他將
率雲南省政府、企業家代表團到香港舉辦「雲南－香
港深化全面合作系列活動」，擴大雲南對港的招商引
資。此次赴港的主題是合作、交流、發展，期望發揮
雲南作用，同時借助香港優勢，攜手架設一座沿海東
部地區面向東南亞、南亞合作的橋樑。

沿海拓南亞　雲南作橋樑

秦光榮說，去年6月他在長沙與曾蔭權特首曾經相

約，共同推進滇港合作並於今年組團到港，在中小企
業重組、金融服務、文化旅遊等方面推進合作。
秦光榮表示，此次赴港將重點展示雲南的區位優

勢、良好的生態環境、多彩的民族文化、豐富的資源
和發展的前景，系列活動將主要突出服務業、生物產
業開發、環境保護三大領域，尤其將與香港的旅遊
業、物流業、文化產業、金融業等高端產業加強合
作。借助這次活動，在9+2泛珠合作框架下構建一種更
加緊密的滇港合作機制。　　

豐富活動　盛邀香港各界

消息人士透露，秦光榮赴港期間，將會與曾特首會
晤，雙方將共同商討進一步推進滇港合作的具體舉
措。雲南方面將會邀請香港企業界人士參加「滇港文
化旅遊媒體業界聯誼酒會」、「滇港工商界代表見面
會」、「雲南服務貿易推介會」、「滇港金融企業見面
會暨招待午餐」、「雲南中小企業資產重組推介會」等
一系列展示雲南特色產業的活動；同時雲南省歌舞劇
院將會在香港安排兩場《舞彩雲》的專業文藝演出，
讓香港市民領略彩雲之南文化藝術的魅力。滇港兩地
的企業目前已經在積極洽商，有望在服務貿易、生物
資源開發、文化旅遊產業、拓展與東盟及南亞的經貿
合作等領域達成一批合作專案。

深化合作 雲南下月來港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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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7日電】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今日上

午參加廣東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繼廣東

省委書記汪洋於去年12月舉行的廣東省委

第十二屆二次全會上，力陳廣東發展五大

不足，指出處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廣東，

應該繼續思想大解放。溫總今日亦強調，

廣東在新的形勢下要堅持解放思想、永

不停滯，促進工作的創新，在改革開

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繼續走在全國前

列。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
7日電】抗「非」院士鍾
南山(見圖)是廣東團的明
星代表，在今日溫家寶親
臨的討論中，他也是第一
個發言。他剛坐上發言
席，溫家寶就說，「在
『非典』期間，我和鍾院
士一起出席國際會議，那
時候有很多困難，他給我
很多支持，提了很多建
議。」
在今天的發言中，鍾南

山提出了「大衛生」概
念。他表示，醫療改革不應該只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
題，政府應該將此看成對人才資源的投入。「沒有病不等
於健康。」他說，現在衛生醫療改革不能只是解決「沒有
病」，還應該是「活得健康」。他建議，今後安排更多財政
資金重點向城鎮農村基層醫療機構支持。鍾南山稱，搞好
醫改的關鍵是培養一批「下得去，用得上，養得起，幹得
好」的基層醫療骨幹。因此，需要建立可供年輕醫務人員
發展的平台，給予基本的設備及待遇。

■習近平(右)參加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湖北代表團的
審議。 新華社

■總理溫家寶（左圖）昨日在廣東團聽完農民工代表胡小燕（右圖）發言時表情凝重。他表示：「你關心的問題，也是我關心的問題。」 新華社

■秦光榮期望滇港攜手架設沿海東
部地區面向東南亞、南亞合作的橋
樑。

參會人大政協
錢運錄妙語「雙肩挑」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7日電】黑龍江省委書記錢運錄
今日在回應媒體如何看待自己既是人大代表又是政協委員
的提問時表示，自己的「雙肩挑」身份可以使自己「兩隻
耳朵聽會」，他以如此妙語，避開外界對他未來去向的一
些猜測。
今年64歲的錢運錄在內地31個省市自治區書記中，既兼

省人大主任，而又為全國政協委員。既有湖北省政協主
席、貴州省委書記、黑龍江省委書記等三省從政歷練，也
兼具中、西、北行政領導經驗，資歷優勢和地方優勢頗為
顯眼。由於其未到正部級卸任年齡邊界，卻同時為人大代
表和政協委員，因此引發外界對他未來去向的一些猜測。

兩會期間，女性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

協委員認真履行職責和積極參政議政，

展現出了女性獨特的風采。今天正逢

「三八」國際婦女節日，本報推出參

會女性代表圖輯，讓讀者感受來

自女性代表非常魅力：

順應發展趨勢 加快經濟融合
彭清華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香港代表團討論時的發言

A9 責任編輯：王揚波　版面設計：林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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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這是我首次以人大代表身份參加全國人大會議，感到十

分光榮。作為一名新代表，我真誠希望得到各位同仁的指
點和幫助，向大家學習，我將與香港團的各位代表一道，
積極為國家發展建言獻策，履行好人民代表的神聖職責。
這兩天，多位代表就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發表意

見，聽了深受啟發。《報告》立足全局，高屋建瓴，系統
總結了過去五年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成就、新經驗，提
出了今年的目標、任務和舉措，客觀實在，令人鼓舞，催
人奮進。我完全贊同總理的《報告》。
溫總理在《報告》中強調，要進一步加強內地與港、澳

兩個特別行政區在各領域的交流合作。我想 重就加快香
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促進兩地共同發展談些看法，與大
家一起探討。

一、經濟融合為兩地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

改革開放30年來，特別是香港回歸祖國10多年來，內地
與香港合作的地域不斷擴大，合作的領域不斷拓展，合作
的層次不斷提高。最突出的是CEPA實施的這5年，兩地經
濟融合明顯加快，取得了豐碩成果，並為未來的發展打下
了紮實的基礎，積累了有益的經驗。這些年兩地的交流合
作可以概括為兩大成果、四條經驗。

「兩大成果」
一是有力地推動了兩地的共同發展。兩地的經濟聯繫更

加密切，優勢互補、合作共贏。按香港的統計，2007年，
內地與香港的貿易額達2.64萬億港元，比1997年增長1.36
倍，內地已成為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如不將歐盟作為整
體計算，香港已經成為內地第三大貿易夥伴和第二大出口
市場。雙向投資大幅增長，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07年
底，內地累計實際使用港資3,085億美元，佔實際利用外資
總額的40.4%，香港成為內地最大的外資來源地；同時，
根據香港方面的統計，截至2006年底，內地累計對香港直
接投資的市值達2,595億美元，佔香港外來直接投資總額的
35.1%，比1998年有該項統計時增長了8.5倍。這說明，交
流合作為兩地的經濟發展注入強大動力，為促進兩地經濟
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是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香港在國家發展全局中的重要

地位。兩地交流合作，為香港在更大範圍參與內地改革開
放和經濟建設提供了廣闊舞台。香港充分發揮資金、技

術、專業、人才和服務等方面的優勢，利用與國際市場的
廣泛聯繫，成為連接內地與國際市場的重要橋樑，扮演
內地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和內地在海外最大的籌資
中心的角色，為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不可替
代的重大貢獻。國家「十一五規劃」首次從國家發展戰略
的高度明確了香港的定位，強調繼續支持香港鞏固國際金
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充分顯示了香港在國家戰略
全局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作用越來越突出。

「四條經驗」
第一，優勢互補、互利雙贏是兩地合作持續發展的內在

動力。合作交流，關鍵是「互利」，目標是「雙贏」。 找到
了「互利」的結合點，就容易達到「雙贏」的目標。否
則，合作就無從談起。香港在資金、人才和管理經驗等方
面的優勢，與內地在市場、資源和勞動力等方面的優勢有
機結合，互有補充，是合作不斷深化的內在動力。
第二，規範制度、健全機制是兩地合作穩步推進的堅實

基礎。香港回歸後，兩地合作的體制障礙逐步消除，以簽
署和實施CEPA及其四個補充協議為標誌，兩地合作的制
度框架基本建立。深港合作、粵港合作、滬港合作、京港
合作及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機制的建立，為促進貿易投資
便利化，推動兩地合作進入新階段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三，政府引導、市場運作是兩地合作協調發展的重要

保證。兩地合作點多面廣，涉及政策、法律層面的問題
多，兩地政府的統籌協調十分必要。同時，兩地經濟體制
和運行機制不完全相同，交流合作必須充分發揮市場的作
用，按照市場經濟規則有序進行。
第四，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是兩地合作不斷提升的不竭

源泉。順應兩地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變化，不斷豐富和完善
合作的機制和方法，擴展合作的領域和內涵。近年來，配
合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以及參與國有企業重組、金
融體制改革、「引進來」、「走出去」等改革開放政策的
實踐，兩地交流合作一步一步向縱深推進，不斷取得新的
突破。

二、加快經濟融合是促進兩地經濟持續
發展的必由之路

站在今天新的歷史起點上來看，兩地經濟融合已經呈現
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首先，加快經濟融合是內地與香港社會的廣泛共識。從

「十一五規劃」、十七大報告以及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
都可以看出，在推進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中，更好地發揮香港優勢，是內地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思
路。在為國家發展做出更大貢獻的同時，從國家發展中尋
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更強勁的發展動力，是香港未來發
展的必然選擇。曾蔭權行政長官去年的施政報告明確提
出，要進一步加強兩地合作交流，促進經濟融合，反映了
香港社會的這種共識。無論是香港還是內地，加快兩地經
濟融合，都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
其次，加快經濟融合是兩地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經過

多年的發展，兩地的經濟聯繫更加緊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度不斷上升，在經濟規律的作用
下，經濟發展的巨大慣性必將推動兩地經濟相互滲透，加
速融合。隨 CEPA及其補充協議的簽署和實施，隨 深
港、粵港、泛珠等雙邊合作機制的建立，以及允許香港銀
行開辦人民幣業務、進一步擴大QDII、允許內地金融機構
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擴大開放內地居民赴港「個人
遊」、西部通道實行「一地兩檢」以及港珠澳大橋工程實
質性啟動等重大措施的出台，兩地交流合作的態勢不可逆
轉。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勢複雜多變的情況下，經濟融合是
兩地共同抵禦全球性風險、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舉措，
因而更具迫切性。
第三，兩地經濟融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廣闊前景。十七

大報告和此次《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
宏偉目標和戰略舉措，預示 我國將迎來新一輪符合科學
發展觀要求的更加穩健、協調、紮實的發展，為加強兩地

合作、促進經濟融合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比如，在產業
發展上，要把發展現代農業、先進製造業、服務業和循環
經濟放在重要位置；在區域發展上，要積極落實鼓勵東部
地區率先發展、西部開發、推進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
地和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等戰略；在改革開放上，要鼓勵和
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積極參與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行業改
革，積極有效利用外資，等等。這些舉措的實施，為香港
從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等方面參與內地經濟，提
供了極大的空間。
對於如何加快兩地經濟融合，我有4點建議。
一是充分利用CEPA這一平台，不斷拓展和深化兩地合

作的領域和內涵。CEPA及其4個補充協議為兩地合作消除
了制度上的障礙，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CEPA本身是開
放性的，有巨大的拓展空間。要在CEPA框架下，不斷深
化兩地從貨物貿易到服務貿易、從經濟領域到科技、教
育、文化、體育各個領域的交流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層
次的合作格局。
二是在兩地合作的重大項目上建立聯繫協調機制，組織

實施，推動落實。一些對兩地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大的合
作項目，包括大型跨境基建項目的實施，涉及兩地一些重
大法律、體制、政策問題和多方具體利益，需要建立高層
次的聯繫協調機制，才可推動解決。港珠澳大橋醞釀了20
餘年，2006年底成立了由國家發改委牽頭的高層次的專責
小組，協調各方，積極跟進，很快取得實質性進展。這應
成為推動兩地經濟合作可資借鑒的有效組織形式。
三是在涉及經濟民生的重大、敏感問題上要兼顧兩地特

點，加強溝通協商。隨 兩地各方面的關聯度越來越高，
一方出台的政策措施可能給另一方帶來較大影響。諸如營
商就業、食品供應及安全、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政策調整，
應盡可能事先通報，諮詢意見，充分考慮兩地的實際情況
和承受能力，以收到最佳效果。
四是進一步深化粵港深港合作，在兩地經濟融合上率先

取得進展。產業結構的高度互補性和獨特的地緣優勢，使
粵深港注定要成為兩地經濟融合的排頭兵。經過30年的改
革開放，廣東省及深圳市綜合實力已今昔非比，同時也面
臨產業轉移、優化升級等問題，粵港、深港之間加快經濟
融合具備了更堅實的基礎，面臨 新的契機。要在深入研
究的基礎上，提出切實可行的措施，推動粵港深港深層次
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出一個有機聯繫、特色鮮明、富有
活力、在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城市經濟圈。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國兩制」條件下，作為區域經濟

一體化表現形式的經濟融合，不會改變香港的政治制度、
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反而會兼容兩種不同制度的長處，
形成特殊的資源優勢，全面提升在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力。
今年，我們國家將迎來改革開放30週年，我們正面臨

新的歷史機遇。在過去30年改革發展的基礎上，我們完全
有理由相信，兩地的交流合作一定會提升到新的水平，為
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為香港的繁榮發展注入新
的更大的活力。
謝謝大家！

■彭清華在兩會香港代表團討論時發言指出，香港和內
地應該順應未來發展趨勢，加快經濟融合。

本報記者北京傳真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7日電】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彭清華今日

在出席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香港代表團討論時表示，完全贊同溫總理在《政府工

作報告》中強調的要進一步加強內地與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在各領域的交流合作。彭

清華 重就加快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促進兩地共同發展問題做出發言。發言全文

如下：

兩會逢「三八」

■3月6日晚，全國政協委員在駐地舉行迎接「三．八」婦女節聯歡
會，三位男性政協委員也參加其中，裝扮成小天鵝向女政協委員表
示節日祝賀。 中新社

■來自廣東省
的全國人大代
表胡小燕（左）
和來自上海市
的全國人大代
表朱雪芹在北
京駐地手牽
手，親如姐
妹。 新華社

男小天鵝

姊妹花

■3月6日，全國人大代表、
第29屆奧運會開閉幕式執行
副總導演崔巍說，通過參與
奧運籌備，體會到作為一名
文藝工作者，用自己的專業
和才華為祖國效力，是件值
得自豪的事。 新華社

奧運「副總管」

■3月7日，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在北京進行小組、
界別聯組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李鵬之女李小琳（右）委
員在婦聯小組討論中與盲人女教授楊佳委員熱情交流。

中新社

熱情交流

■7日，由全國政協委員張曉梅（右2）等共
同發起的首個美麗救助基金－「中國婦女發
展基金會．玫瑰基金」，在北京正式啟動，並
接受首批捐款100萬元人民幣。 中新社

美麗基金

■全國政協委員劉迎霞說，應該盡快制定吸引
本土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實
施細則。 新華社

■「三．八」 婦女節來臨，北京中
學生向參加「兩會」值勤的女警員獻
上鮮花祝以節日問候。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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靚女論經

■3月6日，全國
人大代表殷秀梅
在黑龍江代表團
參加審議政府工
作報告。 新華社

藝人參政

巾幗衛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