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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當

《當代世界研究》促和平發展

代世界研究中心叢書（2012－2013）
》日前在

京出版發行。該書由中國重要戰略問題決策智
庫——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編輯出版。中
聯部副部長兼當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于洪君在
出版發行座談會上表示，當前，中國和平發展

于洪君：具重要參考價值 蔡冠深：發揮港民間外交潛能

的外部環境特別是安全環境趨於複雜，維護戰
略機遇期的任務更加艱巨。全國政協教科文衛
體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香港新華集團主席、當
代世界研究中心理事會副主席蔡冠深建議，我
國應大力發展民間外交力量，高度重視並發揮
香港在民間外交方面的潛能。

于 部環境特別是安全環境趨於複雜，維護戰略機遇
洪君在座談會上表示，當前，中國和平發展的外

期的任務更加艱巨，中國需要密切關注國際形勢發展趨
勢和變化。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將加強與國內外政黨智庫
的交流與合作，跟蹤世界主要智庫和國內一流專家學者
對重大國際問題的基本走勢、觀點和看法，了解他們對
中國國際地位和對外關係的基本判斷，而《當代世界研
究叢書》無疑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官民並舉」外交營造和平發展
蔡冠深指出，為了主動營造和平發展的大環境，中國
必須大力發展民間外交力量，實現「官民並舉」的外
交。他建議，中國在發展和推動民間外交過程中應該注
意五個方面：認清民間外交的真正內涵，充分信任並鼓
勵發展民間外交力量；大力培育和推動有能力的非政府
組織參與涉外事務；發揮海外華人華僑的積極作用；高
度重視香港在發展民間外交方面的潛能；注意發揮教育
及文化方面的能量。
提及發揮香港的外交潛能，蔡冠深認為，香港是中國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聯部部長王家瑞(右)會見蔡冠深(左)。
以至世界上最開放的國際大都會之一，還是世界上設立
領館數最多的城市之一，與此同時，香港的各種工商、
學術、科研、慈善、宗親、宗教、教育、衛生社團，都
與世界各國相應的政商機構、民間組織有 千絲萬縷的
關係，可以發揮巨大的民間外交力量。他說，香港最大
工商團體、已有100多年歷史的香港中華總商會，更是
推動商會外交、凝聚全球華商的重要平台。
座談會前，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聯部部長王家瑞專門

荃灣葵青婦會訪汕頭

馮玲馬逸麗趙紅陳榕接待
訪粵期間，交流團與市婦聯舉
辦聯歡交流晚會。汕頭市委常
委、組織部部長馮玲，市委統戰
部部長馬逸麗，副市長趙紅，市
婦聯主席陳榕，聯同擔任交流團
榮譽團長的中聯辦新界工作部處
長楊小嬋，副處長黃燦彪，荃灣
區議員陶桂英、文裕明等一同出
席。馮玲致辭，熱烈歡迎交流團
訪汕頭，並詳細介紹汕頭市發
展，期望香港各界友好利用交流
參觀機會，多了解、多宣傳、多

■《當代世界研究叢書》出版發行座談會與會人員合影。

推介汕頭，到汕頭投資置業，共
謀發展。
楊小嬋致辭，感謝汕頭市各級
領導的熱情接待，同時讚揚荃灣
葵青區婦女會長期積極參與香港
社會事務，為構建和諧社區做了
大量工作。
汕頭市婦聯主席陳榕和荃灣葵
青區婦女會理事長李麗容，分別
介紹了雙方在加強婦女就業培
訓、關注民生、維護婦女合法權
益、推動婦女進步與發展等方面
開展的大量工作和成效。
晚會上，兩地婦女及兒童攜手
獻上多姿多彩的文娛節目，台上
台下一片歡聲笑語。人群中不斷
揮動國旗、區旗，大家又高唱
《歌唱祖國》，晚會在愉快歌聲中
結束。交流團還參觀了汕頭及潮
州市區發展，對潮汕深厚文化歷
史有了感性認識。

會見了蔡冠深，對其在推動民間外交、共建和諧社會方 題決策智庫。
面作出的不懈努力及支持當代世界研究叢書出版，給予
該中心每年出版「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叢書」系列。
高度肯定和讚賞。
《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叢書（2012－2013）
》由全國政協副
主席、中聯部部長兼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理事會名譽主席
王家瑞肯定蔡冠深不懈努力
王家瑞擔任顧問，于洪君任主編，蔡冠深任策劃並贊助
據介紹，當代世界研究中心自2011年1月重組及理事 出版。《當代世界研究叢書（2012－2013）》一套六
會成立以來，主要從事國際形勢、世界政黨政治、國外 本，涵蓋國際和地區形勢、世界政黨政治、中國對外戰
政治制度、中國對外戰略等研究，是中國重要的戰略問 略、社會政治思潮、發展模式比較等方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熙）廣東
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日前於九龍灣
會所舉行4月份例會，廣東省政協秘
書長楊懂，廣東省政協港澳台委員
會主任梁耀文，全國政協常委戴德
豐，全國政協委員楊志紅、吳惠
權，廣東省政協常委余鵬春、王賜
豪等逾50人赴會。
楊懂在會上宣布戴德豐為新一屆
省政協港區委員首席召集人，副召
集人則由楊志紅、余鵬春、王賜豪
擔任。會上，戴德豐、楊懂還分別
向與會者傳達了全國「兩會」精神
及講授人民政協的基本知識。

傳達「兩會」精神
會議由楊志紅主持。戴德豐報告
了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精神，
包括會議概況及中央領導講話主要
精神，並分析了會議特點。在「中

■香港廣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4月份例會，楊懂(右三)宣布戴德豐(右四)續任港區委員召集人。
央領導講話主要精神」部分，他引
述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講
話，「各級政協組織和廣大政協委
員要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認真履
行職責，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深
化改革開放作出新貢獻」
。還傳達了
對港澳委員的4點期望，「認真學
習，提高參政議政能力；珍惜榮
譽，發揮好政協委員的作用；積極
參與，大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加強溝通，大力促進
兩地交流合作等」
，藉以充分發揮委
員們在特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促進和諧社會及在國家事務中的積
極作用。

楊懂梁耀文來港出席
楊懂介紹委員職能，指政協委員
要遵守章程、認真履職、堅持真
理、善於學習、實事求是、拒絕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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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克己奉公，用實際行動維護政
協委員的良好形象。他鼓勵大家共
同努力，做好工作，凝聚中華民族
的正能量，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力爭早日實現「中國夢」
。
梁耀文則通報了辦理港區委員通
關優檢工作的情況，表示將與各部
門進一步協商，希望盡快落實政
策，滿足委員的需求。

「主流夢工場」寵物慈善行
■參加者帶同寵物支持「手手腳腳洛助行」步行籌款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主流夢工場基金日前 「愛」的未來。是次活動共籌得47,830
順利舉行名為「手手腳腳洛助行」步行 元，為內地殘障孤兒及貧困兒童的生命
籌款。在天朗氣清的環境下，場面相當 增添一份愛。
熱鬧，有超過150人參與。80隻寵物亦
主流夢工場基金創辦人兼總幹事蔡懿
「出手出腳」支持，更添趣味和意義。
慧在開步禮上致辭，感謝參加者的鼎力
「手手腳腳洛助行」步行籌款，以人 支持，並送上感謝狀予支持及贊助單
類和動物的共同足印，助傷健人士踏出 位。

責任編輯：羅縈韻 版面設計：歐鳳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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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時任福州市委書記
的習近平大力宣導「馬上就辦，辦就辦好」
的工作作風。如今在福建，「馬上就辦」
已成為構建服務型政府的縮影。日前，在
中國僑商會赴閩考察活動中，福建省委、
省政府就將「馬上就辦」的執行力發揮得
淋漓盡致，不少僑商直呼「很給力」
。
25日下午，福建省委書記尤權、省長蘇
樹林會見中國僑商會等一行時，交談間欣
然接受代表團團長許榮茂提出的成立僑商
投資對接服務小組的建議。蘇樹林表示，
「會後我們會馬上把小組成立」
，他笑言，
「我可以掛個名義上的組長，具體組長由
副省長倪嶽峰、省政協副主席雷春美擔
任，下面有統戰部、外經貿廳、僑辦、僑
聯、發改委等有關部門，進行一對一的服
務，保障工作一定要做好！」蘇樹林此言
一落，頓時贏來與會僑商們長時間的掌
聲。
一個多小時後，福建省副省長倪嶽峰即
率省政府經濟部門首長與僑商座談。他當
即宣佈：蘇樹林省長提議第二天即將成立
僑商重點項目推進小組，做好服務工作，
在引進僑資方面下「真功夫」，希望僑商
投資福建「賺更多的錢」。他同時表示，
福建省已成為政策最優惠、最具成長性、
最具競爭力的省份之一，為閩籍僑商回鄉
發展創造了難得機遇，希望福建能進一步
凝聚僑心、匯集僑力，亦歡迎更多的海外
僑商赴閩考察，在「新福建」捕捉「新機
會」
。

馬靜 攝

戴德豐任粵政協港區召集人

■荃灣葵青區婦女會訪潮汕，團友參觀潮州古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由汕頭市婦聯與荃灣葵青區婦女
會合辦的「家國情汕頭香港婦女
文化風情交流團」活動，組織一
行420人，於4月中赴粵東汕頭市
訪問，獲市政府隆重及高規格接
待。

馬靜 攝

中國僑商會攜百億美元項目赴閩考察
中國僑商聯合會會長、香港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25日率團攜
50餘個投資項目赴閩考察。這些項目涉及製造、港口、高新科技、海
洋、生物醫藥、港口石化、現代農業等產業，意向投資金額達數百億
美元。據透露，其中一些項目有望於今年9月舉行的首屆福建省僑商
投資項目對接洽談會上簽約。
■香港文匯報記者 米南、蘇榕蓉 福州報道

據 中國僑商會、福建僑商會代表

了解，今次赴閩考察的60多名

匯聚了一批海內外僑界頗具影響力的
企業家，其中包括全國政協委員、玖
龍紙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張茵、台灣遠
雄集團董事長趙藤雄、寶龍集團董事
局主席許健康、香江集團董事局主席
劉志強、港中旅集團副董事長傅卓洋
等。

先進製造服務業受青睞
記者獲悉，世茂集團與明發集團擬
投資15億美元在廈門開發高端遊艇製
造及遊艇文化旅遊博覽項目，佔地約
1000多畝；嘉祥交通（亞洲）集團有
限公司擬投資8.6億美元新建泉廈漳城
市聯盟泉州段，全長28公里，按照六
車道標準建設。

加拿大華人促進中國統一委員會主
席、本泰貿易公司董事長戴國奮今次
專程赴閩，擬投資平潭綜合實驗區。
他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該集團
擬投資5億美元興建海峽兩岸世貿中
心，開發包括台灣各縣市的展示中
心、會展中心、酒店等配套綜合體項
目。同時，該集團亦將設立平潭專科
醫院，建成後不僅服務周邊居民，內
地台商和台眷也可以前往就醫，未來
將進一步爭取將台灣的健保服務延伸
至平潭。

500僑商九月聚閩洽項目對接
據介紹，為充分利用福建豐富的僑
力資源，滿足閩籍僑親回鄉投資興業
的需求，今年起，福建省計劃每個季
度向海外僑商重點推介一個地區市或

■60多名海內外僑商攜項目赴閩考察，與福建省有關部門領導座談。
香港文匯報攝
經濟發達的縣，使華商的目光聚焦在
該區域，通過有效對接，從而促成一
批品質高、規模大、帶動性強的先進
製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
的投資項目落戶福建。
據悉，9月上旬福建省將舉辦「僑商投
資項目對接洽談會」
，邀請500多名海外僑
商參會，組織項目對接會和重大項目簽
約儀式。這是福建開展「三維對接」在力
推央企、民企對接後，推動僑企對接。

■福建省省長蘇樹林（前右）力促「項目
推進小組」成立
香港文匯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