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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艷林）首屆中國（貴州）中醫藥國際
研討會5日在貴陽市開幕。全國政協原
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名譽主席、中國人
權發展基金會理事長黃孟復出席並致開
幕辭。

黃孟復：中醫藥作用不可替代
黃孟復說，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是大力

發展中醫藥，維護人類健康，共圓「中
國夢」，深刻反映了人類醫療事業的核
心理念和發展趨勢，突出體現了中醫藥
在維護人類健康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必將成為向國內外展示中醫藥事業
發展成就的重要窗口、促進中醫藥國際

交流與合作的有效平台和推動貴州富民
強省建設的積極力量。
黃孟復強調，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

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政府十分
重視中醫藥事業的繼承、創新和發展，
始終堅持中西醫並重的醫療方針，形成
了中國特色的醫療衛生工作思路和體
系，使中醫藥在提高中國公民健康保障
水平，改善居民健康狀況方面發揮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黃孟復說，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參與

主辦本屆研討會，目的就是以推進人類
健康權建設為宗旨，積極調動社會各方
面資源，大力發展中醫藥事業，展示豐
富多彩的中醫藥文化，並通過中醫藥產

業建設，促進貴州的經濟社會發展、生
態文明建設和扶貧開發工作。
本屆研討會還吸引了來自美國、俄羅

斯、澳洲、意大利、烏克蘭等國家和地
區中醫藥領域的專家學者參會。

萬鋼冀江蘇加快科技改革

科技部3日與江蘇省政府舉行工作會商，就推動江蘇深入
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加快創新型省份建設試點進行商談。
萬鋼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
發表的重要講話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
力的戰略支撐，創新驅動發展是關係全局和長遠的重大戰
略。
萬鋼希望江蘇省緊緊抓住和用好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

變革的機遇，進一步提升科技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能
力。他說，科技部將大力支持江蘇開展創新型省份建設試
點，支持創建蘇南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支持江蘇推進科
技金融創新， 力促進科技與江蘇經濟社會發展的結合，
為助江蘇發展、推進創新型國家建設作出應有的貢獻。此
後，他出席了在南京舉行的「中國發展論壇．2013」。

齊續春調研農村改革

民革中央常務副主席齊續春一行先後視察了山東德城區
馨秋農業觀光產業園、齊河縣，深入社區，聽取了德州有
關方面的工作匯報，並圍繞農村金融改革、農業補貼政策
和農村耕地保護問題互動交流研討。
日前，齊續春又率全國政協委員「加快北部灣經濟區發

展」考察團前往廣西南寧、崇左等地，開展為期6天的考察
活動。他指出，在國家新一輪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廣西如
何搶抓機遇、找準定位、突出特色、乘勢而上，把北部灣
經濟區發展得更快更好，值得認真研究和謀劃。當前廣西
正全力打造面向中南西南地區、面向東盟開放開發的新的
戰略支點，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羅富和陳曉光促區域發展

民進中央常務副主席羅富和先後赴山東、廣西展開調研
工作。他考察了黃河三角洲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走訪了民
進山東省委。羅富和說，希望山東進一步加強濕地保護工
作，為改善生態環境、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作出新貢
獻。此後他在2日與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彭清華會面。
他表示，全國政協、民進中央將繼續大力支持廣西，推動
各項事業再上新台階。

而民盟中央常務副主席陳曉光一行赴四川就「川渝合作
示範區（廣安片區）建設」開展調研。調研組實地考察了
廣安市的2個市轄區、3個縣和1個縣級市。陳曉光表示，支
持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是民盟的重要責任。調研組將認
真歸納整理本次調研收集掌握的第一手資料，積極建言獻
策，推動廣安川渝合作示範區進一步發展。
去年11月，國家發改委批覆了《川渝合作示範區（廣安

片區）建設總體方案》。陳曉光調研時指出，希望四川省和
廣安市進一步理順體制機制，充分運用示範區已有政策，
落實抓手、優化載體，做好項目儲備和對接工作，以產業

帶動發展。

劉曉峰馬培華分赴瓊浙

農工民主黨中央常務副主席劉曉峰調研福建後，率全國
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專題調研組轉往海南，深入海口、
瓊海、文昌等地，繼續就「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展開專題
調研。他指出，要大力推進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制度建設，
積極探索建立符合國情的水下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制度。而
民建中央常務副主席馬培華近日赴浙江杭州、湖州、嘉興
市，調研了市級組織建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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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全國政協副主席分赴各地調研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何凡）中

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多名擔任全國政協

副主席的民主黨派領導人近期分赴地方調研，為

改革進一步凝聚共識，力促區域經濟發展。全國

政協副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赴江蘇與省政府會

商；全國政協副主席齊續春、羅富和、陳曉光、

馬培華等則分別赴山東、廣西、四川、海南和浙

江等地考察調研。

走訪各民主黨派市委和市工商聯

近日，北京市政協主席吉林分別走
訪了各民主黨派市委和市工商聯，與
相關界別的政協委員進行座談，聽取
委員對市政協工作的意見建議。
吉林指出，如何發揮好每一位委

員的作用，關鍵在於群眾路線貫徹
得怎麼樣。他表示，市政協將加強
界別的組織建設，建立界別工作機
制，並在如何與黨派加強聯繫、如
何與黨派在參政議政上形成聯動等
方面加強研究和實踐。

看望澳門閩籍鄉親

日前，福建省政協主席張昌平一
行專程前往澳門看望閩籍鄉親。
張昌平向在澳門的閩籍鄉親通報了

福建省今年初以來經濟社會發展的情
況，對廣大鄉親積極弘揚「福建精
神」，團結拚搏，為澳門繁榮穩定和
家鄉建設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表示
敬意和感謝。他希望廣大在澳鄉親抓
住新一輪改革帶來的機遇，進一步密
切閩澳合作，為家鄉再創改革開放新
優勢，多建諍言多獻良策。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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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綠皮書》聚焦低碳城鎮化

凝聚改革共識 力促區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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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凡）近日，全國政協副主席馬一行走
訪國家發改委，了解中共中央辦公廳、國
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民
政協提案辦理工作的意見》貫徹落實情況
及今年的提案辦理情況，聽取對提案工作
的意見。這亦是全國政協首次由副主席帶

隊走訪提案承辦單位。
馬表示，國家發改委承辦提案數量

多、辦理質量好，委員對提案辦理的滿意
度較高。他說，提案工作是人民政協履行
職能、開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形
式，辦理好政協提案是各級黨政機關的重
要職責，要認真貫徹落實《意見》精神，

進一步推動提案辦理的制度化、規範化、
程序化。

發改委與委員溝通逾700次

國家發改委負責人在會上表示，今年將完
善提案辦理制度、自覺接受全國政協的民主
監督納入法制機關建設規劃，建立了督促檢

查制度；為突破「文來文往」，進行全方位
交流，與委員溝通達700多人次。今年，在
國家發改委牽頭制定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
劃、編制《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等重要政
策中，吸收採納了不少委員提案的建議。
與會委員就如何提高提案辦理的效率和質

量發表看法。

全國政協副主席首次走訪提案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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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馬

曉芳）11月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氣
象局聯合發佈《氣候變化綠皮書：應對氣候
變化報告（2013）》，「聚焦低碳城鎮化」成
為此本綠皮書主題。

高碳鎖定困擾城鎮化

綠皮書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
指出，中國城鎮居住人口已超過50%，城鎮
已經成為支撐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核心力
量。但中國的城鎮化推進模式是典型的粗放
外延模式，高消耗、高排放、高擴張，資源
環境代價大，不可持續問題突出。
綠皮書預計，到2030年，將有大約10億中

國人居住在城市。屆時，中國將出現221座
百萬以上人口城市(目前歐洲只有35座類似規
模的城市)以及23座五百萬人口的城市，將消
耗全球能源的20%，並消耗最高可達全球石
油需求增量的四分之一。

綠皮書指出，
中國城鎮化過程
中的高碳鎖定逐
漸形成。這種工
業 化 能 耗 強 度
高，排斥就業，
污染環境，限制
了 農 民 工 市 民
化，是一種積重
難返的高碳鎖定
城鎮化。因此，

避免高碳鎖定效應對中國城鎮化發展至關重
要。

打造低碳韌性城市

數據顯示，近50年來中國霧霾天氣總體呈
增加趨勢，且持續性霾過程增加顯著。2013
年1月上旬至10月中旬，全國平均霧霾日數
為29.9天，較常年同期偏多10.3天，為1961年
以來歷史同期最多。
綠皮書主編、中國氣象局局長鄭國光指

出，隨 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的陸續發佈，
預計科學評估結論將對正處於艱難階段的國
際氣候談判產生影響，再次推動國際社會對
氣候變化問題的高度關注。
因此，推進低碳城鎮化，就要在城市治理

和規劃設計中協同考慮溫室氣體減排和應對
氣候變化相關風險與災害的不同需要，轉變
傳統的城市管理模式和治理理念，進行適應
性管理，打造低碳韌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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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由頁）以「藝術影響人生」為主題的系
列講座第十一期近日在京舉行。主講
人、第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中
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葉小文表示，
以民族復興中國夢提振全民族精氣神的
同時，當前還需要「樂以和其聲」。
在此次主題為「樂以和其聲——一個

『大提琴院長』的音樂情愫」的講座
中，葉小文亦與在座者分享了音樂對其
工作的影響。葉小文60歲後開始學習大
提琴。擔任國家宗教局局長期間，他多

次組織寺廟的修行人員去台灣唱佛樂，
推動了首屆世界佛樂合唱樂團。此後他
又參與推動「三高」合唱團（即由高級
知識分子、高級幹部、高級軍官組成的
樂團和合唱團）的成立，並擔任團長。
葉小文說：「『聚是一團火，散是滿

天星』，我們雖然能量有限，僅如星光
閃爍，但滿天星光，也能感染周圍，照
亮世界。」
葉小文現場演奏了沙漢昆的《牧

歌》、聖桑的《天鵝湖》以及柴可夫斯
基的《如歌的行板》。

首屆中國（貴州）中醫藥國際研討會開幕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黃孟復出席首屆中

國（貴州）中醫藥國際研討會致辭，並

宣佈研討會開幕。 郎艷林 攝

■葉小文在講座現場演奏大提琴。王由頁 攝

「音樂照亮世界」葉小文開音樂講座

■全國政協副主

席陳曉光（左二）

在四川考察。

本報北京傳真

■全國政協副主席馬培華在浙江出席座談會。本報北京傳真

■全國政協副主席羅富和（右）在南寧會見廣西壯族自治

區黨委書記彭清華。 本報北京傳真

■綠皮書發佈會現場。 本報北京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