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11 ■責任編輯：方浩權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3年11月14日(星期四)

俞正聲主持全國政協第二次雙周協商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 王由頁 綜合報道）全國政協第二次

雙周協商座談會7日下午在京舉行，

圍繞「建築產業化」的議題進行協商

座談。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說，通過

協商座談會，大家對推進建築產業化

在節能節水、降低污染、提高效率等

方面的重要性形成了共識。要按照轉

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優化產業結構

的要求，制訂和完善推進建築產業化

的相關政策法規，積極抓好落實。

中共界別委員要認清角色

擺正位置 作好表率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王

尚勇、張治寧夏報道）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近
日召開中共界別委員座談會。自治區政協主席
齊同生在會上強調，全區各級政協中共界別委
員要認清角色，擺正位置，作好表率，緊緊圍
繞黨委、政府工作大局，在政治協商、民主監
督、參政議政中發揮好「主力軍」作用，不斷
推動政協事業向前發展。
齊同生指出，中共界別委員要清醒地認識

到自己在人民政協中所處的地位和所擔負的
政治責任，正確對待政協事業與本職工作，
正確對待「黨員」和「委員」的雙重身份，
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認真履行
政協職能。要作好表率，時刻學在前、想在
先、領 幹，發揮先鋒模範作用，做到政治
上過硬，履職中親民，協作中坦誠，多做增
加助力、減少阻力、形成合力的工作。要緊
緊圍繞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在服務大局
中彰顯優勢，在界別建設上發揮作用，在關
注民生上取得實效。

政協專家「衛生下鄉」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日前，福建省
政協副主席陳紹軍帶領省政協專家醫療隊到清流
縣開展「衛生下鄉」活動，開展義診、查房會
診、健康知識講座、醫療業務培訓、發放疾病預
防知識手冊等，深受廣大當地群眾的歡迎。
醫療隊由省屬醫療機構10名專家組成。專家

們先後在縣醫院和靈地、嵩口鄉鎮衛生院開展
義診活動，為當地居民提供消化內科、呼吸內
科、神經內科、心血管內科、肝膽外科、婦
科、兒科、五官科、中醫科等項目醫療服務，
到縣醫院對口科室查房和會診。專家們不辭辛
苦，耐心地為就診群眾答疑解惑，認真為每一
個患者看病開方取藥。
此次專家們共義診和諮詢1000多人，發放價

值30000元的藥品，發放健康保健宣傳資料500
餘份，醫療隊還為當地醫務人員舉辦醫療業務
培訓。

開國將軍油畫肖像暨箴言書法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馬曉芳）

由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和北京十一同學會聯合
主辦的第二屆《百名共和國開國將軍老紅軍油
畫肖像展暨箴言書法展》近日在北京中國人民
革命軍事博物館開展。
展出作品中的開國將軍、老紅軍和親屬代表

及參加畫像創作和書寫箴言的書畫家代表出席
了開幕式。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
秘書長蘇希勝將軍、北京十一同學會第一副會
長會林建超將軍在開幕式上致辭。
開國大將徐海東之女、北京開國元勳文化促

進會會長徐文慧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很高
興能夠參加這樣有意義的紀念活動，也很樂見
有越來越多的人關注老一輩革命家的歷史。據
悉，北京展結束後，所有作品還將應邀到江
蘇、湖北、江西、山西等地巡迴展出。

地 方 動 態

俞正聲主持座談 建築產業化引關注

俞正聲主持了座談，他指出，建築業是國
民經濟的重要物質生產部門，與整個國家經
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有 密切的關
係。
在委員發言之前，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

長齊驥應邀介紹了建築產業化的有關情況。
賴明、仇保興、孔慶平、陳昌生等全國政協
委員和專家學者結合自己熟悉的領域，圍繞

中國建築產業化發展，建築產業化在政策法
規、標準和技術體系、財稅及有關配套政策
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坦率地發表意見、提出
建議。

九三學社提交提案 委員踴躍建言獻策

全國政協委員對建築產業化的問題十分關
注。據悉，今年兩會期間，九三學社中央經
過深入調研，提交了關於促進建築產業化的
提案，也形成了給中央的「關於促進建築產

業化的調研報告」，調研報告受到有關方面
的高度重視。
委員們在發言中表示，建築產業化是指利

用標準化設計、工業化生產、裝配式施工等
手段來建造建築物，利用信息化等方式來管
理建築的一種建築工業化發展趨勢。在發達
國家，建築產業化的比例已經達到60%以
上，而中國才剛剛起步，產業化率很低。主
要原因是缺少相關政策法規的支撐，不能適
應當前住宅產業化發展的要求；現行的工程

建設管理模式，也不能適應產業化工作的需
要。
對此，委員們建議，要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完善標準體系，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創新組織管理模式，真正推動建築產業化。
會場氣氛熱烈有序，大家暢所欲言，坦誠

交流。俞正聲在聽取發言中不時插話、詢
問。
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羅富和、張慶

黎、馬、馬培華出席座談會。

政協委員熱議建築產業化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王曉雪）決定設立
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最大亮點之一，早在今
年7月，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即刊出中央領導人常
備書《清代中央決策機制研究》作者、著名史學家、北京市
政協委員趙志強獨家專訪，分析國安委在現代化民主大國中
呼之欲出的必然。
趙志強認為，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非一時一人興起，而

是歷史趨勢與國際大勢使然。7月11日，本刊以《滿學大
家，清史權威》為題，如實報道了他的這一觀點，引起各界
矚目。
三中全會甫一閉幕，記者再次採訪趙志強。他說，自己是

史學研究者，看的是大勢。縱觀世界，無論是美、中還是歐
亞其他國家，民主大國都面臨 應對複雜環境提升中樞決策
效率的困境，美國有 國家安全委員會高效應對國際安全、
軍政危機，其他國家亦各有應因之道。而清朝的康雍乾盛世
「與中樞決策密不可分」，茲可借鑒。

趙志強在其著作《清代中央決策機構研究》一書中說，常
設官僚部門制度性乏力，利益狹隘與運行臃惰，由此，提升
中樞決策的全面性與高效性以應對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突發
事件等已是大國運行常識與必然之舉。值得關注是中樞決策

機制中的失敗教訓，清朝自嘉慶始，與中樞決策關係最為緊
密的理藩院高官竟再無一人入值軍機處，自此衰落72年，可
見大國中樞決策成敗要害所在。
趙志強說，三中全會提出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

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可謂大國決策、
正當其時。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馬曉芳）近日，全
國政協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務副主席馬培華在京會見了香港
總商會主席周松崗率領的香港總商會北京訪問團一行，中共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林智敏參加會見。
馬培華強調了總商會對香港發展的重要性。他指出，香港

總商會對香港經濟發展功不可沒，總商會的國際化特性有助

於內地企業走向國
際。
馬培華表示，香港

總商會不但是香港歷
史最悠久的商會，對
香港經濟起重大推動
作用，而且其國際化
特性令總商會發展更
具優勢，可與內地企
業共同走向國際。香
港能善用資本、技
術、人才及國際經
驗，與內地積極交

流，參與到兩地經濟社會建設之中去，將會為內地以及香港
的發展作出更多貢獻。
周松崗對此表示贊同。他指出，香港具有戰略性橋樑地

位，能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不但有人才，而且對外商往來
也有經驗，加上香港服務業發達，跟內地合作，有助提升內
地服務業水平。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訊（記者 馬曉芳 綜合報道）

近日，由中國致公黨中央委
員會主辦，中科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和中國致公黨江蘇省
委會承辦，主題為「加快農
業現代化，推動『新四化』
同步發展」的「中國發展論
壇．2013」在江蘇省南京市
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致公
黨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
出席論壇開幕式並作主旨報
告。
萬鋼指出，農業是關係國計

民生的基礎性產業，是深化改
革、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一個
至關重要的方向。中共十八大
明確要求，要在工業化、信息
化、城鎮化進程中同步推進農
業現代化，充分說明在新起點
上更好地推進中國農業農村發
展，已經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
的重要支撐，也已成為富裕農
民、改善民生的重要基礎。本
屆論壇以「加快農業現代化，
推動『新四化』同步發展」為
主題，具有很強的現實與理論
意義。
萬鋼認為，要推進農業現代

化，必須立足已有的良好基
礎，堅持把科技創新作為農業
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 力
在造良田、推良種、用良法上
下功夫；必須依靠進一步深化
改革，克服體制機制問題，大
力推進農業產業化、農民職業
化和農村信息化建設；必須提
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努力實
現農業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
到集約型的轉變，提升技術進
步、農業規模經營和組織創新
的綜合效率。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徐悅 銅仁報道）近日，貴州
省政協組織媒體採訪團走訪銅仁市
及玉屏縣、碧江區、江口縣、思南
縣和德江縣等，調研各區縣的民主
協商、參政議政情況。
採訪團本次調研全程採取「座談

會+實地採訪」的形式，先聽取區
縣政協近年來政協建設的基本情
況，再分別赴各鄉鎮走訪基層群

眾、企業、學校等，了解政協工作
的落實情況。
上世紀90年代，為精簡機構，政

協鄉鎮聯絡點曾被取消。然而在實
際工作中發現，取消政協鄉鎮聯絡
點不利於農村工作的開展。
去年12月，思南縣政協就組建鄉

鎮政協聯絡組向縣委提出具體方
案。今年4月，思南縣27個鄉鎮政協
聯絡組全部組建完畢並正式開展工

作。據了解，思南縣政協7名主席、
副主席分別聯繫幾個鄉鎮政協聯絡
組工作，負責直接聯繫和指導其工
作。
鄉鎮聯絡組的許多建議已經轉化

為具體措施，並取得初步成效。自
掛牌以來，思南縣27個鄉鎮政協聯
絡組共舉行視察調研73次，收集社
情民意58條，提出建議215條，被採
納或落實174條。

大國決策 正當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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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志強談設立國安委

■貴州銅仁

有29個民

族，少數民

族佔總人口

的54%。

本報北京

傳真

萬
鋼
：
科
技
創
新
是
農
業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根
本
出
路

香港總商會訪京

貴州媒體調研銅仁政協建設工作

■萬鋼出席中國發展論壇並作主旨報告。

本報北京傳真

馬培華：國際化特性令總商會發展更具優勢

■馬培華會見香港總商會訪問團一行。 本報北京傳真

■趙志強所著《清代中央決策

機構研究》，不僅是海內外相

關清史研究者的學術參考書，

也成為一些中央高層領導偏愛

之書。 記者王曉雪 攝

■本報《人民政協》專刊

7月11日報道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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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北京主持召開全國政協第二次雙周協商座談會。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