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貴州貴州
政協主席王富玉訪港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徐悅綜合報道）近日，貴州省政
協主席王富玉一行訪問香港，就加強
黔港合作與香港各界進行交流。
訪港期間，王富玉走訪了貴州駐香
港政協委員企業，並與政協委員和香
港貴州聯誼會鄉友座談，考察了香港
瑞安集團，廣泛接觸香港知名人士。
在與香港貴州聯誼會座談時，王富

玉對聯誼會在推動黔港經濟、文化、
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促進貴州經
濟社會發展做出的積極貢獻表示衷心
感謝。
王富玉希望聯誼會繼續發揮自身優
勢，一如既往地宣傳貴州的投資環
境，推介貴州的投資項目，引導更多
企業到貴州投資興業，加強兩地在文
化、教育、旅遊等領域的務實合作。
繼續發揮好擴大貴州與香港及世界交
流合作的橋樑和紐帶作用，進一步推
動貴州全面開放開發。
王富玉表示，貴州地處祖國西南交

通的「十字路口」，在西南的交通樞
紐地位日趨凸顯，與香港的時空距離
正在縮短，必將成為香港向祖國內陸
腹地輻射延伸的重要平台。

武漢武漢
四委員因不履職被「勸退」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據新

華社報道，今年湖北武漢四名區政協
委員因經常開會缺席、不參加調研活
動、不按規定提交提案等不履職行
為，被「勸退」、辭去委員資格。
武漢市青山區政協對213名委員的
今年履職情況考核。其中，10位委員
因經常不參加會議及調研、未及時提
交提案等原因排名靠後。推薦單位約
談後，仍有少部分委員「不作為」。
通過相關程序，最終有4位區政協委
員被「勸退」。
武漢市青山區政協相關負責人介紹
說，這4人中既有專家學者，也有名
人，「有些人被勸退是因為工作忙，
也有人沒有議政意識。他們可能做課
題、做科研很成功，但並不適合做政
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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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近年來最長
廣東省政協負責人稱，這是近年來最長
的一份提案答覆稿。「推動沿邊縣域跨省
合作發展」、「加大政府對基本公共服務
的投入」、「完善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投
入機制」等建議，被吸收進省委、省政府
印發的《關於進一步促進粵東西北地區振
興發展的決定》。對於暫不能解決的問
題，有關部門承諾進一步創造條件加以解
決。
在今年廣東「兩會」上，民盟廣東省委
會、致公黨廣東省委會及省政協委員廖迪
娜、羅必良共同提出「關於加快我省區域
協調發展」系列提案，所提建議涉及財
政、金融、教育、人才、招商引資、基礎
設施、區域協作等方面。

強調做到「四個滿意」

胡春華親自審定將此系列提案作為自己
牽頭督辦提案。省委辦公廳召集有關部門
協商，將提案所提建議歸納為8個專題33
項，確定了省發改委、省編辦等8個專題牽
頭單位和省委組織部、省委政研室等25個
會辦單位，並成立由省委、省政府相關領
導任組長的提案辦理工作協調小組。
胡春華還主持召開提案辦理工作情況匯

報會，強調要做到「四個滿意」：辦理態
度讓委員滿意、辦理過程讓委員滿意、辦
理意見讓委員滿意、辦理效果讓委員滿
意。
為使每項建議落到實處，33個辦理單位

將提案辦理列為重點工作，由「一把手」
親自抓，組織精幹力量扎實開展調查研
究。9月中旬，各單位均形成初步答覆意
見。相關單位又多次當面聽取提案單位、
提案人對初步答覆意見的修改意見，並根
據提案人的意見將建議由33項增至35項。

紀念毛澤東誕辰 政協活動隆重簡樸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全國政協人
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和教科文衛體委員會23日
邀請教育部、國家林業局、共青團中央和中
國科協就加強青少年生態文明教育在京召開
對口協商會議。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
政協副主席杜青林，全國政協副主席羅富
和、馬培華出席會議。
杜青林說，建設生態文明要立足現實、面

向未來，培養教育好下一代。要強化思想引
領，通過實踐教育活動引導青少年確立美麗
中國、生態文明理念這個主旋律；強化教育
基礎，遵循規律，讓生態文明教育進教材進

課堂進頭腦；強化實踐育人，搭建載體構築
平台，寓生態文明教育於實踐活動中；強化
制度保障，整合資源，構建運行機制，使建
設美麗中國的實踐活動有序運行、合力推
進。

議政堅持問題導向
另外，杜青林近日在遼寧、吉林調研時指
出，政協委員要增強委員意識，把責任落實
在行動上，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上，把
作用體現在實際成效上。議政建言要堅持問
題導向，組織提案要注重提高質量。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訊（記者何凡綜合報道）毛澤
東詩詞朗誦、學術研討……近
來，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
年，全國政協及湖南、江西等
地舉行一系列隆重、簡樸、務
實的活動。
毛澤東詩詞朗誦會23日在京

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
長張慶黎出席。全國政協機關
幹部朗誦《沁園春·雪》等抒
發對毛澤東的深切緬懷之情，
表達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中國夢的堅定信心。
而在湖南韶山，紀念毛澤東

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近日舉

行。全國政協常委楊勝群、龍
新民作學術報告。湖南省委副
書記孫金龍在會上指出，要通
過加強對毛澤東生平業績的研
究，不斷深化對黨的歷史經驗
的總結；通過加強對毛澤東思
想的形成和發展的研究，更全
面系統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理論體系。
近日，江西井岡山亦舉行紀
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座談會，
毛澤東之女李敏等毛澤東親屬
出席會議。此外，全國政協副
主席、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名
譽會長王家瑞為《毛澤東誕生
120周年》紀念封揭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何凡 綜合報道）近
日，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與周小川分別就專委會工作提出要
求。蘇榮指出，專委會要科學審慎選好調研課題，積極探索多
種民主協商方式。而周小川表示，專委會工作是把委員的個體
優勢轉化為政協整體優勢的重要載體，希望全國政協社法委積
極參政議政，切實履行職能，為本屆政協工作開創新局面貢獻
力量。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2013年工作座談會日前在京舉
行。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在此間表示，作為政協開展經常性工
作和活動的主要工作機構，專委會要進一步提高工作水平，加
強與相關界別的聯繫交流；密切聯繫委員，多與委員交朋友；
關注民生，做好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小川近期出席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
第一次全體會議時亦指出，專委會工作是政協工作的重要基礎，
是政協履行職能的重要方式，是政協廣泛聯繫各界委員和各界
人士的橋樑和紐帶。

香港文匯報‧人
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何凡）「送文化
到基層」啟動儀式
暨書畫展開幕式23
日在京舉行。全國
政協副主席、農工
黨中央常務副主席
劉曉峰出席啟動儀
式，並與著名書法
家歐陽中石，著名
書畫家龍瑞、范
揚、韓衛國、劉學思、劉學惟等共同為書畫展剪綵。
該活動由農工黨中央書畫院與國美集團共同舉辦。農工黨中央
書畫院秘書長屈國平在啟動儀式上表示，今後，農工黨中央書畫
院將與國美集團繼續攜手，開展一系列形式多樣的活動，力求把
國內最頂尖、最優秀的書畫藝術送到基層去，讓民眾能近距離與
藝術大師對話，感受藝術魅力。
國美控股集團總裁黃秀紅表示，作為業內有代表性的民營企
業，改善大眾的生活品質，一直是國美集團不斷追求的目標。本
次活動是一次文化惠民活動，也是企業回報社會的公益活動。國
美未來將繼續以實際行動，為豐富民眾文化生活而努力。
此次書畫展共展出書畫作品四十餘幅，其中有劉炳森、歐陽

中石的巨幅書法作品，亦有齊白石、吳作人、方成、朱屺瞻、史
國良、韓衛國等名家之作。

港教授籲教育回歸常識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馬曉芳）近日，十一屆北京
市政協委員、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
授陳平原榮獲搜狐「2013年度中國
教育變革人物獎」。在接受本報記
者專訪時，陳平原呼籲，面對當今
諸多教育問題，應「讓教育回歸常
識」。

公眾對「常識」要敬重
陳平原指出，所謂「常識」，是

一種與生俱來、毋須特別學習的判
斷能力，如教育有用、教育很慢、
教育講究積累、教育不能太功利等
簡單理念，如今已被逐漸遺忘。他
認為，眼下中國人，從政府官員、
大學校長到普通民眾，談論教育時
都過於「性急」，且過於追求「戲
劇性」。
他說：「之所以談論樸實無華的

『常識』，拒絕振聾發聵的『高
論』，因為話說得太漂亮、太痛快
的，往往是隔岸觀火。前人（政府
或有力者）的一個錯誤決策，後來
者即便認清，也須花很大力氣及技
巧去修補、彌合。棋子已落，無權
反悔，沒有『一切推倒重來』那樣

的好事。」

教育問題多為「擴招」的爛尾
陳平原表示，大學辦在中國，也

長在中國，必須與中國水土相連
接，大學才能辦好。教育是實踐性
學科，需要志氣、毅力以及情懷，
認準大方向後一步一個腳印往前
走。而當前中國大學在擴招、升
級、評鑒、排名等一系列指揮棒引
領下，像打雞血一樣地亢奮。「如

此狂飆突進，短期內數字很好看，
可放長視線，過於迅速的『崛
起』，留下很多致命隱患。」
他指出，15年前內地大學擴招導
致一系列問題，今天很多教育問題
都是擴招的爛尾，需重新調整。他
表示，真正好的教育是培養人，自
己將堅守學術立場，以觀察、評
論、批判、對話的方式，持之以恆
介入當下中國的教育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 本報北京傳真

杜青林籲加強青少年
生態文明教育

■■杭州市小學生參加杭州市小學生參加「「青少年青少年
生態文明工程生態文明工程」」集體植樹活集體植樹活
動動。。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近日，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毛澤東
之女李敏出席井岡山紀念毛澤東誕辰
120周年座談會。 本報北京傳真

■貴州省政協主席王富玉。
本報貴州傳真

■十一屆北京市政協委員、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陳平原。 本報北京傳真

■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黨中央常務副主
席劉曉峰出席「送文化到基層」啟動儀
式。 農工黨中央供圖

胡春華

蘇榮周小川促專委會工作

「送文化到基層」活動
農工黨啟動

答覆稿長2.7萬字 33單位共同辦理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廣東省政協關於加快區域協調發展系列

提案獲中共廣東省委高度重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

春華牽頭督辦，省專門成立提案辦理工作協調小組，省發改委等33個單

位共同辦理。提案的答覆意見稿長達2.7萬餘字，35條建議大部分被採

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