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福建
拓閩港澳合作 推動民企發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 傅龍金 福州報道）福建省政協主
席張昌平在福建省政協十一屆二次會
議工作報告提出，今年福建政協將廣
泛開展對口協商和界別協商，選擇拓
展閩港台僑合作、產業升級、推動民
營企業建立現代產業制度等課題，從
不同層面開展協商議政，為促進科學
決策民主決策、推進改革發展獻計出
力。
張昌平指出，過去一年，福建省
政協密切聯繫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
界人士，廣泛開展協商議政，發揮
港澳台僑的獨特作用，組織港澳委
員赴省內外觀摩考察，鼓勵港澳委
員扎根社區、服務民眾、培養青
年，積極為維護港澳長期繁榮穩
定，深化閩港、閩澳交流合作發揮
作用。
同時，加強與涉台涉僑部門合
作，組織開展兩岸戰略性新興產業
合作、推動兩岸物聯網產業合作發
展等專題調研。此外，福建省政協
還着力關注民生，推進福建生態文
明示範省建設，為實現「百姓
富」、「生態美」積極建言獻策，
認真履職，貢獻力量。

廣東廣東
今年會期史上最短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今年
政協廣東省十一屆二次會議首次將會
期壓縮到4天以內，是歷年全會會期
最短的一次。
據了解，今年廣東省兩會的另一大

特點是，列席會議的農民工代表人數
有所增加，從去年的10名增加到15
名。他們有的是企業一線工作人員、
教育管理者等，本職工作崗位取得突
出成績，對社會做出積極貢獻的代
表。
廣東省政協主席朱明國在14日開
幕的全會指出，去年廣東省政協鞏
固深化交流合作，拓展新時期政協
港澳台工作新思路新領域，開闢人
民政協團結聯誼新領域。今年，省
政協將努力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
制度化發展；要繼續引導港澳委
員發揮好旗幟、骨幹、表率、引領
等四大作用，為推動「一國兩制」
的成功實踐和維護特區繁榮作出貢
獻。

地 方 動 態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14日在京

主持召開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十一次主席會議。會上通報

了中共政協全國委員會黨組今年工作要點，審議通過了今年全國

政協大會議程與日程草案。會議並審議通過了撤銷黃峰平、楊剛、

李崇禧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資格，免去楊剛經濟委員會

副主任職務的決定，並將在第四次常委會議上追認。

綢繆全國兩會
通報工作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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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新年開首次主席會議

■1月14日，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北京主持召開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十一次主席會議。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何凡、王）記者從北
京市政協獲悉，2013年千餘件政
協提案中，六件來自港澳委員的
提案脫穎而出，榮膺優秀提案，
成為新一屆政協委員首年參政議
政的「代表作」。其中，黃永
光、楊莉珊、鄧予立、李鋈麟、
王緋玲與閔麗華榜上有名。

港澳6提案膺優秀
新一屆北京市政協的開局之

年，共有1136件提案經審查立
案。其中港澳委員提案45件。北
京市政協副主席閆仲秋向香港文
匯報表示，這些提案反映了委員
對首都經濟社會發展的關心和真
知灼見，體現了委員對履行使命
的責任與熱情。而市政協加強檢
查督促，着力推動提案辦理成果
轉化，比如加強京港青年交流的
提案，促進了京港青年交流基金
的設立。
港澳委員、信和集團執行董事黃

永光提出的《關於進一步推進京港
兩地青年交流的提案》，獲選為去
年北京市政協七項重點提案之一。
該提案呼籲各級組織、各社會團體
將京港兩地青少年的交流交往提上
重要議事日程，不僅促成京港青年
交流基金設立，且推動共青團北京
市委在京港青年交流活動中，設置
「1+1夥伴交流」環節。

助首都交通破痼疾
另一榮膺優秀之列的《關於加

快開通康辛路怡海花園北段斷頭
路，緩解四環路高峰擁堵的提
案》，直指困擾地區居民多年的
痼疾，由王緋玲提出，施榮懷、
馬春玲、吳雅玲、何敬豐、程
雁、魯薇等附議。承辦此提案的
北京豐台區表示，問題涉及政府
多個部門及存在將近十年的歷史
遺留問題，辦理難度大。而區政
府多次召開協調會，敲定最終解
決方案，並於去年下半年啟動騰
退工作，怡海花園北段斷頭路有

望開通，將向前推進2.17公里，
有助於緩解北京四環高峰擁堵。
港澳委員此次獲得優秀提案

的，還包括鄧予立提出、王緋玲
附議的《關於北京市外來人口對
本市中小學教育資源的挑戰與對
策的提案》；楊莉珊提出，施榮
懷、李胥等附議的《關於促進北
京舊村改造工作的提案》；閔麗
華提出的《關於從城市發展的戰
略高度加強和改善首都停車場規
劃建設的提案》；李鋈麟提出的
《關於垃圾分類應以人為本，從
源頭做起的提案》。

吉林倡發揮港澳委員作用
日前開幕的十二屆北京市政協

二次會議上，北京市政協主席吉
林表示，要把政治組織位置相對
超脫的特點，積極轉化為履職優
勢。他指出，要發揮港澳委員、
港澳台僑工作顧問在促進首都發
展和維護港澳地區長期繁榮穩定
方面的獨特作用。
而港澳委員着眼首都發展大

局，履職熱情持續高漲，正展開
新一輪議政建言，為密切京港澳
三地交流合作獻計出力。來自澳
門的北京市政協常委何超瓊，委
員何敬豐、陳曉烽、官世海、黃
健中、溫能漢、馬志剛、柯嵐等
出席大會。他們表示，將發揮自
身優勢，主動搭建平台，積極建
言獻策，為京澳兩地交流合作，
為北京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貢
獻。
呼應首都攻堅「城市病」、治

理空氣污染的主題，黃永光今年
帶來有關清潔能源的提案，建議
開發完全可再生、零排放的水能
發電，以實現「可持續發展能力
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
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的改革
目標。他委託專業工程顧問
ARUP、香港理工大學等科研團
隊，開展概念研究，並期待能與
北京市分享相關技術，為首都的
水能發電盡力。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近日，全國
政協在京召開雙周協商座談會，圍繞「核電
和清潔能源發展」建言。委員認為，發展核
電和清潔能源、調整能源結構，是保持經濟
持續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重大問題。要在
確保安全的基礎上穩步有序推進核電建設，
優化核電項目佈局，理順
監管體制，強化核安全監
管，杜絕發生核洩漏事
故；同時要加快發展水
電，積極發展風電，大力
發展光伏發電。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
持會議並講話。他認真聽
取發言，與大家一起討
論。張國寶、賀禹、何祚
庥、萬鋼、王玉慶等十餘
名全國政協委員和專家學

者，就發展核電和清潔能源，確保安全等問
題提出意見建議。
去年，民建中央專門圍繞清潔能源發展問

題進行調研並提出建議。座談會上，全國政
協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務副主席馬培華就此
作了發言。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何
凡）「改革路上政協力量——政協2013年度
總覽暨2014年度要事展望」活動12日在京舉
行。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駐會副主任
卞晉平在此間表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報
告涉及協商民主的表述，歸納起來有三點創
新：一是把協商民主作為一種國家民主形式
正式提出；二是強調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
制度化發展；三是要求構建程序合理、環節
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
對於「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

內涵，卞晉平指出，廣泛指的是普遍性，要
在全社會開展協商民主，展開民主協商，這
是橫向的；多層則指進一步縱向深化，不僅
在中央層面、省級、市級及縣級，且要在基
層協商民主，並與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相配

套、相結合；而制度化就是要求納入程序
化、規範化的軌道，乃至於納入制度最高形
式的軌道，減少和避免隨意性。

黃友義：政協外宣面臨機遇
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民革中央副主席劉家

強出席會議。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外文局原
副局長黃友義說，人民政協事業的對外宣傳
工作面臨着機遇與挑戰。這是關乎國家話語
權的問題，要及時跟上。全國政協人口資源
環境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逄春華、教科文衛
體委員會副主任張武軍分別介紹了相關專委
會年度重點調研工作。
農工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石光樹、九三學社

中央宣傳部部長穆建民等各民主黨派中央代
表與會。穆建民指出，今年將緊密圍繞中共

十八屆三中全會出台的重
大改革舉措，深入調查研
究，通過各種形式，提出
政策建議。他向記者表
示，當前，傳統媒體與新
媒體特別是網絡媒體融合
的大勢日趨明顯。若能藉
由網絡媒體平台發佈黨派
重點調研課題，與網民互
動，聚攏意見建議，匯聚
觀點智慧，將形成黨派調
研的有益補充，並進一步
擴大黨派的社會影響力。
該活動由中國互聯網新聞

中心主辦、中國網．中國政
協頻道承辦。會上還發佈了
《新媒體時代政協新聞宣傳
倡議書》和「2013年全國
政協十大新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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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協常委、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會長施榮懷出席北京市政協大會。

記者何凡 攝

全國政協雙周座談 建言核電發展

卞晉平：部署協商民主 三中全會三創新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卞晉平。 記者何凡 攝

■全國政協副主席、民建
中央常務副主席馬培華在
雙周座談會發言。

本報北京傳真

■北京市政協委員、信和置業執行董事
黃永光出席北京市政協大會。

記者何凡 攝

此次會議是全國政協進入2014
年以來首次召開的主席會

議。會上審議通過了政協全國委員
會重點提案遴選與督辦辦法、全國
政協 2014 年雙周協商座談會安
排；書面審議了政協全國委員會
2013年度對外交往工作總結(稿)、
政協全國委員會辦公廳關於 2013
年委員視察考察工作情況的報告
(草案)、政協全國委員會辦公廳關
於2013年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情況的報告(草案)、政協全國委員
會各專門委員會2013年工作總結

(稿)。會議決定將上述有關草案
(稿)提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四次
會議審議。
全國政協副主席令計劃，全國政

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張慶黎，全國政
協副秘書長孫懷山，全國政協提案
委員會副主任干以勝，分別就有關
議題作了通報和說明。
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韓啟

德、董建華、萬鋼、林文漪、羅富
和、李海峰、蘇榮、陳元、盧展
工、馬飆、齊續春、陳曉光、馬培
華、劉曉峰、王欽敏出席會議。

■福建省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在福
州開幕。 記者傅龍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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