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20分鐘左右的會見中，孫政才面帶
笑容，氣氛輕鬆愉悅。他對港澳委

員多年來關心重慶、推介重慶、投資重
慶、建設重慶，積極推動渝港交流合作表
示感謝，並稱讚委員們在推動重慶經濟社
會發展、對外合作交流、慈善公益事業等
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社會政治穩定 發展潛力巨大

孫政才表示，重慶是西部唯一的直轄
市，在國家區域發展戰略中具有重要地
位。當前，重慶政治安定、社會穩定，正
處在發展的關鍵階段，有 巨大的發展潛
力。希望港澳委員和台僑特邀人士發揮代
表性強、影響力大、聯繫廣泛等優勢，為
推動重慶經濟社會發展、對外交流合作作
出更大貢獻。
本屆重慶港澳政協委員共42名，較上屆

增加1名。其中香港委員35名，大多集中
在香港政商界，部分委員已在渝參政許
久、經商多年。如馬氏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馬亞東、融匯集團董事長黃祖仕、
重慶迅升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董瑞
葆、瑞安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鄧
嘉華等。

渝港合作前景 港委充滿期待

會見結束後，董瑞葆表示，孫政才待人

十分親切，委員們對渝港合作的前景充滿
期待。當被問及「重慶十位廳官被免事件」
是否影響投資時，董表示已在渝投資經商
20餘年，且對孫書記主政重慶充滿信心，
絕不會受此影響。據了解，2012年重慶共
批准香港投資企業110家，實際利用港資
67.97億美元，佔全市利用外資64.52%，香
港已成為重慶最大的外來投資地，港資主

要涉及房地產、金融、製造、服務等行
業。
在當日上午舉行的重慶市政協四屆一次

會議開幕式上，政協副主席何事忠作工作
報告。他表示，重慶市政協將圍繞推動重
慶建成「三中心兩集群一高地」，以及改
善民生、民主法治建設、創新社會管理、
文化繁榮發展等，認真開展專題協商、對

口協商、界別協商、提案辦理協商，為政
府建真言、謀善舉、獻良策；為了吸引更
多資金、技術、人才匯聚重慶，政協五年
來充分利用聯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優
勢牽線搭橋，引薦港澳人士來渝投資產
業，投資金額達100多億元；充分發揮了
人民政協參謀智囊作用，努力推動了重慶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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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添翼 北京報

道）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第十
二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昨日閉幕。會
上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
市第十二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關於第十
一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
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第十
二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政治決議》。中央
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代表
中共北京市委，對會議的圓滿成功，對
新當選的十二屆市政協領導集體和常務
委員表示熱烈祝賀。

據大會統計，政協北京市第十二屆委
員會第一次會議提案審查委員會共收到
提案1,082件，其中黨派提案18件、團體
提案5件，界別提案6件，專委會提案2
件，委員提案1,051件。

新人姿態 邊學邊做

作為本屆政協的首次會議，會議期間
有610名委員參與提案提交，佔委員總數
的80.1%。依據《政協北京市委員會提案
工作條例》，提案審查委員會對本次會議
提出的提案逐件進行了審議。立案1,055

件，將在大會閉幕後30個工作日內送交
相關單位辦理；對未予立案的提案，將
視提案具體情況，轉以其他方式處理。

當天舉行的大會選舉中，吉林當選北京

市新一任政協主席，沈寶昌、唐曉青

(女)、陳平、趙文芝(女)、傅惠民、葛劍

平、王永慶、馬大龍、蔡國雄、閆仲秋10

位當選副主席，周毓秋(女)當選秘書長。

此次北京政協會議，吉林首次以北京

市政協黨組書記的身份出現，參與了多

次分組討論。轉換身份後的他曾表示，

自己也是一個新委員，以前在政府任職

時接觸政協工作比較多，多次到政協聽

取各方面的意見、向政協匯報工作。但

是和許多新委員一樣，對政協的歷史、

理論、工作還都處於學習過程中。■吉林（左6）與北京政協新一屆領導合影。　 本報記者王添翼　攝

北京政協閉幕 委員提案逾千

孫政才晤港委員 促推經濟發展
重慶政協四屆一次會議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白林淼、潘恆杭州

報道）浙江省第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25日
開幕。浙江省代省長李強（見圖）表示，
浙江今後會始終堅持改革開放，改革一切
可以改革的制度。他倡導「凡是不是國有
資本投資的審批都要全部放開，所有審批

權的部門都要去掉不必要審批」，讓社會資
本真正的活躍起來。目前，浙江省工商局
已經研究企業登記設立審批改革，具體7條
措施現已上報省政府。「今後，浙江要加
快破除制約民間投資的體制障礙，切實保
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
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
護，推動民營經濟發展提升。」

PM2.5首入政府工作報告

李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將組織實施
「411」有效投資行動計劃，力爭5年時間實
現全社會投資10萬億元以上。發揮政府投
資的引導作用，調動民間投資主體的積極
性，進一步提高利用外資質量，民間投資

比重力爭提高到65%以上。另外，關於全
面開展PM2.5的監測也在首次寫入了浙江省
政府工作報告。
本次政府工作報告還把加強政府自身建

設單列一章做重點說明。李強表示，要清
理壓縮行政許可和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
力爭讓浙江成為審批事項最少、速度最快
的省份。浙江將大力推進預算決算公開，
嚴格控制一般性收入，實現公務用車購置
及運行、公務接待、因公出國（境）、會議
等經費零增長，降低行政成本，把有限資
金更多用在改善民生上。
此外，浙江承諾今年內辦好十件實事。

例如緩解城市交通擁堵，新增公共自行車
數量比上年增量翻一番以上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蘇志堅長春報道）

政協吉林省第十一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25日在長春開幕。會期將持續到29日。
值得關注的是，本次會議安排有兩項

新內容：會議期間，將舉行聯組討論，
這是此前歷次會議沒有過的形式；將舉
行大會的口頭發言，這也是10年來第一

次採取的委員履職形式。
同樣精簡的還有接待儀式。據了解，

每年吉林省政協會議期間，省政協都會
宴請港澳委員，今年所有的宴請都取消
了。有關領導會見港澳委員後，與港澳
委員同吃自助餐。讓人感到一種務實簡
樸的新氣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夢珊、顏菁

上海報道） 上海市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
25日舉行預備會議，並於26日舉行正式
會議。據了解，上海十二屆政協委員共
有838名，其中新任委員409名，68名港
澳地區委員中67名全程參加。為保證最
後一天下午的選舉，一些委員了解情況
後，調整了當晚返港澳的航班。
截至22日，大會提案組收到提案136

件。內容包括完善營改增試點、重振上
海民族老品牌、推動數字醫療、加強機
動車污染控制、加強貨車超載管理、加

快老房電梯改造、加強外來務工人員文
化服務等。
為加強委員與市民的溝通交流，會

間將利用網上交流，在上海政協網
「委員直通車」欄目提供文件電子版，
並邀請政協委員在市政協門戶網與市
民交流。
此外，會議還提倡簡樸佈置會場，預

備會議和大會發言會場不擺放花草，
開、閉幕會議主席台擺放綠色植物，不
擺放花卉；提倡委員乘會議專線車，或
公共交通出行。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王晶晶武漢

報道）在25日舉行的湖北省人大十二屆
一次會議第二次大會上，湖北省人民檢
察院檢察長敬大力指出，五年來，湖北
共立案偵查貪污受賄犯罪7,775人，瀆職
侵權犯罪1,855人，其中包括71名廳級幹
部。
敬大力表示，2008年以來，湖北集

中力量查辦大案要案，立案偵查大案

5,224件，其中貪污、受賄、挪用公款
百萬元以上案件321件，重特大瀆職侵
權案件712件；立案偵查縣處級以上幹
部職務犯罪要案752人，其中廳級幹部
71人。
他強調，今年湖北將積極參與對重點

領域腐敗問題的專項治理，嚴肅查辦大
案要案， 力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
敗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許

娣聞 南京報道） 江蘇省25
日舉行的第十二屆人大一次
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羅
志軍（左圖）當選為江蘇省
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主任。
另外，會議上還選舉了李

學勇（右圖）擔任江蘇省省
長。

上海政協會議今舉行

羅志軍掌江蘇人大 李學勇當選省長

湖北 力反腐　71廳官「落馬」

吉林領導委員 同吃自助餐

王寶強「有點忙」學習簽名都要顧

浙代省長：改革一切可改的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山東報道）山東省第十二屆人
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25日開
幕，山東省長姜大明作《政府
工作報告》。報告指出，2013
年山東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
期目標是，生產總值增長9.5%
左右，地方財政收入增長12%
左右。姜大明指，山東將從十
個方面 力加強民生保障和社
會建設。
這十大措施包括，完成國家

下達的23.56萬套保障房建設任
務、城鎮醫保補助提至每人
280元每年、山東省公辦普通
本科高校生人均撥款水平達到
1.2萬元以上，以及企業退休人
員基本養老金再提高10%等。
姜大明說，本屆政府任職的

五年期間，山東全省生產總
值、地方財政收入、糧食總產
量分別跨上50,000億元、4,000
億元和900億斤台階，城鄉居
民收入增幅連續兩年超過GDP
增速，農民收入增幅連續三年
超過城鎮居民收入增速。2013
年，將力爭實現固定資產投資
增長17%左右，社會消費品零
售總額增長15%左右等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況璃 成都報道）

四川省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23日開幕，首
次邀請了10名海外僑胞和台灣同胞列席。
據四川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主

任張君高介紹，這10位海外僑胞和台灣同
胞是從近30名候選人中經廣泛徵求意見和
多次遴選最終確定的。愛國愛鄉、擁護祖
國統一是首要條件，還要有一定參政議政

能力。在居住國(地區)的華僑社團和台灣同
胞中有一定的影響力和代表性，既包括祖
籍四川也包括對四川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
有突出貢獻的非四川籍海外僑胞和台灣同
胞。
從20日起，10名特邀人員就從世界各地

赴川，會議期間還專門組織視察活動，讓
他們進一步增進對四川的了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榮娣石家莊報道）

河北省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25日開幕，今
年河北港澳政協委員新增15人。
港澳委員和海外列席人士代表楊勳、陳

振豪、徐濤、朱長龍先後發言，分別就港
澳委員捐資助教、發展環境和生態環境等
方面的內容進行了闡述。

首次參加無提案

此外，因電影《人在囧途之泰囧》而火
爆的明星王寶強當天以政協委員身份亮相
河北會堂，成為記者爭相拍攝的對象。王
寶強表示，這是他第一次參加河北省政協
會議，主要抱 學習的態度，因此並沒有

準備提案。不僅要認真學習報告，空歇時
間還要給其他委員簽名並合影，這次河北
兩會上王寶強「有些忙」。

四川首邀僑胞台胞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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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孟冰、楊毅 重

慶報道） 重慶市政協四屆一次會議25

日開幕。當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見上圖）在

渝州賓館親切會晤重慶第四屆政協港澳

委員。他表示，重慶政治安定、社會穩

定，正處在發展的關鍵階段，有 巨大

的發展潛力。希望港澳委員和台僑特邀

人士發揮代表性強、影響力大、聯繫廣

泛等優勢，為推動重慶經濟社會發展、

對外交流合作作出更大貢獻。

■眾多美女記者要求與王寶強合影。

本報記者孔榮娣　攝

■重慶市政協四屆一次會議25日開幕。 本報記者王妍　攝■鋼琴家李雲迪聽取大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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