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政協黨組學習貫徹習近平講話和中紀委三次全會精神

貴州貴州
趙克志陳敏爾
晤在黔港澳政協委員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郎艷林、徐悅貴陽報道）在貴州省第十
一屆政協二次會議和第十二屆人大二次
會議期間，貴州省委書記趙克志、省長
陳敏爾、省政協主席王富玉會見了出席
政協會議的港澳委員。
趙克志衷心感謝各位港澳委員為貴州
發展特別是對外開放所作的重要貢獻。
趙克志說，貴州省已連續三年在香港開
展「貴州．香港投資貿易活動周」，港
澳委員們做出了很多服務，為貴州省介
紹了很多客商。他表示，貴安新區已被
國務院批覆為國家級新區，2014貴州．
香港投資貿易活動周也已列入擬辦的大
型活動清單。
蔡玉強委員、魏鳳英委員和鄧小宙委
員先後發言，表示貴州近年來的發展振
奮人心，貴州的現代物流等行業開始起
步，他們樂意在物流、生態、旅遊等方
面繼續貢獻自己的心力，為貴州進一步
對外開放發展出謀劃策、牽線搭橋。

河南河南
省長謝伏瞻：
河南金融要發展拜請委員多幫忙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駱佳 鄭
州報道）河南省
省長謝伏瞻17日
到河南省政協經
濟界別小組參與
討論，會議上有
委員提到河南金
融業亟待發展的問題，謝伏瞻笑稱，這需
要河南老鄉的幫忙。他表示，今年河南政
府將着力推動河南金融業跨越式發展。
謝伏瞻說，河南的經濟總量雖位居全
國第五，但金融業發展卻較緩慢。有人
認為這是河南金融人才缺乏的原因，其
實恰恰相反，中國國內很多出色的金融
人才都是來自河南。他列舉道：「中國
民生銀行董事長董文標、國家開發銀行
董事長胡懷邦、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行長
呂家進……我們河南不缺人才，但如何
用好這些人才是我們政府要好好思考的
問題。」

生態環境是地區重要競爭力
面對委員們普遍關心的生態環境問
題，謝伏瞻談起自己的感觸：「一個企
業到河南考察投資，一下飛機就是滿天
的霧霾，呼吸着這麼『濃烈』的空氣，
走到路上，從機場堵到省政府，哪裡還
有什麼心情討論項目。」生態環境不僅
事關民生，更代表着一個地區的生產
力、競爭力。
謝伏瞻說：「我們講民生，如果老百姓
連健康都保證不了，談何衣食住行。我們
應把投到健康上的錢分一部分到保護環境
上，這樣群眾醫療費用下降了，環境也改
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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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國政協主席、黨組

書記俞正聲16日下午主持

召開中共政協第十二屆全

國委員會黨組第七次會議

並講話。會議傳達學習了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

紀委三次全會上的重要講

話和全會精神，研究部署

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

作。會議強調，全國政協

黨組要聯繫思想實際，認

真學習領會，聯繫工作實

際，堅決貫徹落實。要按

照中央要求，進一步提高

認識，切實履行黨風廉政

建設的責任。

以改革創新精神反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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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重拳 下猛藥 用重典
會議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

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黨風廉政建設和反
腐敗鬥爭，全面推進懲治和預防體系建設，
旗幟鮮明、態度堅定、領導有力，堅持「老
虎」、「蒼蠅」一起打，增強了全黨全社會
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信心。習近
平在十八屆中紀委三次全會上的重要講話，
站在黨和國家全局高度，直面問題、直指要
害，既彰顯黨中央對腐敗零容忍的鮮明態
度，又作出出重拳、下猛藥、用重典的強有
力部署。我們要深刻認識反腐敗鬥爭的長期
性、複雜性和艱巨性，充分認識黨風廉政建
設和反腐敗鬥爭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和新
要求，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嚴明黨的
各項紀律，堅持不懈糾正「四風」，保持懲

治腐敗高壓態勢，以改革創新精神把黨風廉
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不斷引向深入。

今年着重抓五項工作
會議強調，全國政協黨組要按照習近平講

話要求，今年着重抓好五項工作：一是要加
強學習，進一步提高對反腐倡廉重要性的認
識。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習近平的重要講話
精神上來，把力量和智慧集中到貫徹中央決
策部署中去。二是進一步健全請示報告制
度，對應該請示報告的重大事項做出具體規
定。三是進一步健全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
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落到
實處。四是進一步健全全國政協黨
組工作規則和民主生活會制度，對
黨組必須組織學習和討論的事項要
認真研究，明確提出要求。五是制

定全國政協黨組成員廉潔自律的規定。要創
新體制機制，堅定不移地推進黨風廉政建設
和反腐敗鬥爭。

黨組擴大會專題學習
18日，全國政協機關黨組書記、常務副秘

書長孫懷山主持召開機關黨組擴大會議，專
題學習討論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
會上的重要講話和全會精神，研究部署機關
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會議強調，機
關黨員領導幹部要緊密聯繫思想、工作實
際，深入學習，提高認識，切實履行好黨風

廉政建設責任，把總書記講話和全會精神落
到實處。會議要求，全國政協機關要自覺把
思想行動統一到黨中央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
腐敗鬥爭的形勢判斷和任務部署上來，充分
認識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
複雜性、艱巨性，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
黨，嚴明黨的各項紀律，堅持不懈糾正「四
風」，在政協機關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氛
圍。要按照習近平講話要求和全國政協黨組
工作部署，在「五個落實」上下功夫，即強
化學習落實，強化責任落實，強化制度落
實，強化統籌落實，強化檢查落實。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王頔）
近日在京舉行的北京市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記
者會以「發揮政協優勢為全面深化改革建言獻
策」為主題，受邀委員就深化改革、人口調
控、京津一體化等民眾熱點關注問題回答記者
提問。
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連玉明在接受

媒體採訪時表示，「控制北京人口無序過快的
增長，簡單講我就兩句話：第一句話叫跳出人
口調控人口，第二句話叫跳出北京發展北京。
因為人口的流動和城市的功能相關，跳出人口
範圍調控人口的重要性就在於北京這樣的特大
城市，要想把人口規模縮小，首先要加快北京
城市功能的外遷。今年政協的報告裡面，在京
津經濟一體化之前又加了一句話，叫推進京津
同城化，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就是要推

進京津同城化、京津冀一體化的建設，通過北
京與周邊共同發展來縮減北京城市功能，來科
學有序的調控北京的人口。」他說：「北京應
放下架子與周邊城市合作，形成利益共同
體。」
圍繞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市場在

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著名經濟學
家、中國人民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馬
光遠在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表示，非公經濟
和國有經濟一樣，都是中國社會和諧非常重
要的因素，都是經濟重要組成部分，消除歧
視，對非公經濟地位的肯定，能夠真正提升
中國市場經濟的權利意識、平等意識和機會
意識。
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宗朋主持

會議。本報是提問媒體中唯一的境外媒體。

北京市政協記者會
京津冀一體化引關注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
專刊訊（記者馬曉芳、何
凡）北京市政協委員、信
和置業執行董事黃永光出

席北京兩會期間向記者指出，政府部門
宜深入調研、借鑒先進的建設和管理經
驗，制定政府主導的社會化養老體系及
措施，並可率先在全國探索實施「養老
時間和服務儲蓄」制度。他利用會議間
隙，連續兩天冒着零下嚴寒，遠赴京郊
山區考察扶貧項目，又走訪敬老院為老
人送去新春的溫暖。

冒嚴寒考察扶貧項目
近日北京持續低溫。16日，黃永光冒

着嚴寒奔赴距市中心50公里、位於平谷
山區的蜜蜂養殖扶貧項目，在田間詳細
詢問農民生計，對草莓溫室大棚與蜜蜂
養殖相結合的循環農業表現出濃厚興
趣，並希望日後更多參與扶貧項目，為
農民脫貧致富貢獻力量。17日，他代表
香港信和集團黃廷方慈善基金，向北京
福壽老年公寓和南磨房鄉敬老院捐款50
萬元人民幣。
據悉，黃永光所捐善款將用於改善兩

所敬老院的配套設施。在敬老院，他問
候老人們，特別關心其起居健康。黃永
光說：「很開心能為老年人做點事，也
衷心希望這些老年人健康快樂。」一位
老者拉住記者說：「這年輕人很優秀，
他見我腿腳不便，與我說話時特意蹲
下，完全沒有老闆架子。他從香港那麼
遠來看我們，還帶來好多資助，非常感
謝他。」

倡政府強化養老責任
黃永光不僅身體力行公益慈善，且通

過政協建言獻策。他指出，北京是國內
率先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城市。推進養老
服務社會化，政府須承擔相應責任且進
一步強化。政府在逐步實現「養老金」
隨「消費指數」增加的保障制度的同
時，有必要將養老資金投入納入國民經
濟及社會發展規劃，在財政預算中明確
相應比例，確保投入到位，並保障長效
增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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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光詳細詢問敬老院
老人起居及健康。

記者馬曉芳 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全國政協主席、、黨組書記俞正聲黨組書記俞正聲（（中中））
於於11月月1616日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黨組日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黨組
第七次會議並講話第七次會議並講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北京市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記者會現場北京市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記者會現場。。 記者王頔記者王頔 攝攝

全國政協茶話迎春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出席全
國政協春節茶話會。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全國政協21
日在京舉行春節茶話會，邀請已故知名人士
和黨外全國政協委員夫人歡聚一堂，共敘友
誼，喜迎新春。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出席。
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在茶話會上回顧了2013
年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取得的新成績和新氣象，
介紹了十二屆全國政協開局之年在繼承中創新、
在創新中發展取得的新進展。杜青林說，此時
此刻，我們倍加思念曾經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
舟、患難與共、真誠合作的親密戰友和朋友，
深切緬懷他們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
福建立的不朽功績。各位老大姐與至親至愛、
相濡以沫的伴侶攜手並肩，走過了追求進步、

不懈奮鬥的光輝歷程，奉獻了美好青春和畢生
心血。老大姐們永遠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
永遠是人民政協大家庭的重要成員，希望繼續
關心和支持人民政協工作。全國政協將繼續加
強與老大姐的溝通聯繫，一如既往地做好各項
服務工作。
出席茶話會的已故知名人士和黨外全國政

協委員夫人有：王定國(謝覺哉夫人)、許慧君
(朱光亞夫人)、徐素芝(陳俊生夫人)、師劍英
(馬文瑞夫人)、許克坤(李沛瑤夫人)、廖望月
(熊克武夫人)、趙恕之(陳劭先夫人)、文潔若
(蕭乾夫人)、李玲虹(蔡子民夫人)、黃浣碧(愛
潑斯坦夫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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