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島青島
港澳委員倡青島交通多學海外經驗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許

桂麗、王宇軒青島報道）青島政協十二屆
三次會議近日開幕，共有30名港澳委員出
席會議並圍繞城市交通等問題展開相關討
論。
青島政協港澳委員周鵬強調，青島外

來人口與外來車輛數量龐大，應着重劃
分交通功能區，拉開旅遊功能區與居民
區距離，緩解外來車輛對本市居民交通
出行的影響。港澳委員楊家俊認為，應
適度控制小汽車的發展與使用，提高駕
駛員交通規則意識，培養良好駕駛習
慣。港澳委員楊紹東認為，應建設好地
鐵配套的公共交通設施，達到快速分流
的效果。

湖北湖北
楊松調研港澳僑界和歸國人員企業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湖北
省政協主席楊松一行近日前往部分港
澳僑委員和海外歸國人員企業調研，
進一步發揮港澳僑委員和海外留學歸
國人員作用，助推湖北科學發展、跨
越式發展。
楊松指出，港澳僑委員和海外留學歸
國人員回國創辦實業，推動當地經濟社
會發展進步和促進就業，為「五個湖
北」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楊松強調，
要不斷研究和完善支持企業發展的體
制、機制，始終保持最優狀態，鼓勵企
業自主創新，重視自主品牌建設，引領
企業經營發展。要推動企業轉型升級，
建立產業集群，延長產業鏈條；在公益
性事業領域，要解決公益性和市場化的
融合，探索建立可持續、可複製的運行
模式，包括混合所有制模式，同時注重
改革風險。

地 方 動 態

黨派兩會提案聚焦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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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工黨：專報直通車件件有迴響
在農工黨中央將向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
議提交的49件提案中，主題涉及環境保
護、生態建設等方面的超過10件。農工黨
中央參政議政部部長隋路向記者表示，生態
文明建設正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
戰略問題，事關國家發展轉型、結構調整和
民生保障。以促進實現「健康中國」和「美

麗中國」目標
為工作主線，
農工黨要發揮
代表性人士的
專業優勢，通
過提案、大會
發言、聯組會
發言等形式建
言獻策，體現
推動改革的內
容。
去年，農工

黨 向 中 共 中
央、國務院報
送的 9 個有關

參政議政的建議專報「直通車」，件件有回
音，有的已產生推動相關政策的實際效果。
其中，《關於積極應對區域灰霾污染的有關
工作建議》獲多位國家領導人批示。在該建
議的積極推動下，國務院9月下發《大氣污
染防治行動計劃》，採納了農工黨關於
PM2.5納入政府政績考核、區域聯防聯控、
京津冀等重點區域重點治理等主要建議。

紛紛加大對環境問題關注
今年兩會，民進中央將提交5篇大會發

言、29件提案。除延續以往對教育、文化
出版等具有黨派特色的領域的關注之外，民
進中央明顯加大了對資源環境問題的關注力
度。《關於建設我國氣象災害預警終端的提
案》、《關於盡快建立河道清淤長效機制的
提案》、《關於加快推進氫能源利用的提
案》、《關於加強對外來有害物種管控的提
案》、《關於利用非食用作物修復重金屬污
染土壤的提案》等，分別從不同角度對加大
資源環境保護建言。
而在民建中央將提交的40件提案中，亦

不乏對資源、環保問題的關切，如《關於
大力發展環保產業，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
提案》、《關於大力推動我國清潔能源發
展，促進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的環境保護的
提案》等。

致公黨發揮「僑」「海」特色
此外，在發揮黨派優勢方面，致公黨中

央今年將向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提交

大會發言3篇、提案34件，體現其「僑」、
「海」特色，如《關於關注當前海外僑社
現狀，維護海外華僑權益的提案》等提案，
折射出其對海外華人華僑、歸國僑胞和留
學人員的自身發展等的持續關切；醫療衛
生領域則是農工黨中央歷來傳統的「陣
地」，將提交的《關於促進健康服務業發
展的建議》、《關於促進我國中藥產業發
展的建議》等多件提案，將為推動政策激
發產業活力鼓與呼。
今年兩會的「一號提案」即將鎖定，或

會再度從各民主黨派及全國工商聯的建言
良策中產生。記者梳理發現，最近十餘年
來的全國政協「一號提案」，都來自於民
主黨派、全國工商聯；提案的關鍵詞皆具
有較強的針對性和預見性，無不與當年經
濟社會發展的熱點高度契合，也無不獲得
廣泛的政策效應。鑒於此，每年的「一號
提案」往往是社會各界的最大猜想之一。
不過，全國政協有關部門往年一直堅持不
希望炒作「一號提案」。在其看來，高質
量的提案是很多的，所謂「一號」是時間
上的一種排序。

俞正聲冀平等議事民主協商
俞正聲強調，開好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是當
前最重要的工作，要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
記關於進一步做好人民政協工作和開好「兩會」
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實把會議的指導思想落到
實處，把會議開成一個民主、求實、團結、奮
進的會議。要搭建協商議政的大平台，為政協
委員營造民主協商、平等議事的氛圍，切實推

進協商民主建設，充分發揮人民政協協商民主
重要渠道作用。要認真貫徹中央八項規定，切
實改進會風，堅持節約儉樸辦會，集中精力開
會，集中展現政協委員情繫國計民生的情懷和
建諍言、獻良策的智慧。

劉迎霞被撤銷委員資格
會議傳達學習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進一步

做好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審議通
過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草案）、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關於
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以來提案工作情況的報
告（草案）、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各次全體
會議執行主席和主持人名單、有關人事事項
名單草案，聽取了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和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

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籌備工作情況的匯報。會
議決定將上述有關草案提請政協十二屆常委
會第四次會議審議。
會議審議通過了撤銷劉迎霞政協第十二屆

全國委員會委員資格的決定，並在第四次常
委會議上追認。

「食住行」皆從儉
會議討論通過了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改進

會風的措施，共十八條，包括簡化會場安
排、迎送接待，精簡文件材料，嚴格控制文
稿篇幅，嚴控會外活動，嚴肅會議紀律，加

強車輛管理，嚴格用餐標準，精減工作人
員，節約會議用品，杜絕商業活動，加強監
督檢查等。
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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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廣成，提案委員會主任
孫淦分別就有關議題作了傳達、說明和匯
報。
全國政協副主席韓啟德、萬鋼、羅富和、
何厚鏵、李海峰、蘇榮、陳元、盧展工、王
正偉、馬飈、齊續春、陳曉光、馬培華、劉
曉峰、王欽敏出席會議。

全國政協召開第十二次主席會

各民主黨派陸續舉行情況通報會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2014年共
青團與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面對面
活動24日在京舉行，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
記秦宜智出席活動並講話。部分全國人大代
表、全國政協委員以及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
以「依法保護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長」為主
題，圍繞中國未成年人保護現狀和亟待解決
的問題展開探討。

委員籲完善法律制度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黨委書
記倪邦文指出，應加強機構建設，目前政府
部門、群體組織等都很重視未成年人保護問
題，但缺乏發揮牽頭作用的綜合協調機構，
「我們還要完善監護制度，讓家庭發揮首位
監護作用，建立以家庭為主，學校、政府、
社會相互銜接的監護體系。」他建議對未成
年人保護法不完善的地方進行修訂，使法律

更具操作性，並盡快制定預防虐待兒童等方
面的法律。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

主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
麗華認為，國家應和父母一起培養、教育和保
護孩子，建立有效的監督、幫扶及干預制度。
「比如虐待罪，在很多國家，父母虐待孩子就
是犯罪行為，但在我們國家，除非出了人命、
或者媒體曝光了，一般情況下很難進入司法程
序，僅僅是對父母進行批評教育，責令改正。」
佟麗華同時指出，虐待罪在中國屬於自訴案件，
這對於未成年人而言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針
對這些現實情況，國家應建立有效的干預機制，
修訂未成年人保護法，讓法律更具有威懾力和
可操作性。

秦宜智望代表委員多提切實建議
秦宜智強調，利用人大政協的制度化平

台進行集中呼籲，優化成長環境，解決突
出問題，是保護未成年人的重要渠道。要
準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工作大局，注意
改革措施的關聯性、協同性、耦合性，有
前瞻性地分析和探討各領域改革措施中可
能對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長產生的影響，
搞些扎實的調研，提出務實的建議。同時
充分認識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既
不能對問題視而不見，也不要超出歷史階
段提出過於高遠的目標。
他指出，要在已有的工作基礎上提出

政策建議，還要注意匯聚動員社會力
量，而不是單純依靠行政手段。要按照
切實可行、力所能及的原則提出建議。
他強調加強未成年人保護涉及很多因
素，法律方面的建議應有專業水準，政
策方面的建議應符合管理實際，社會方
面的建議應結合現階段的發展特徵。對

問題的描述分析可以大而全，具體的政
策建議不妨小而精。
據悉，「共青團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面對面」活動已連續開展七年，全國各省、
市團組織和超過80%的縣級團組織開展了
這一活動。

共青團與代表委員共商未成年人保護

■港澳委員參觀青島地鐵隧道。
記者王宇軒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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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次 主 席 會
議。 新華社

■農工黨中央召開兩會情況通報會。 本報北京傳真

■與會嘉賓認真翻看會議資料。
本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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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

協專刊訊 政協第十二

屆全國委員會第十二次

主席會議近日在京舉

行，審議工作報告，並

為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

會議做準備。全國政協

主席俞正聲主持會議，

要求認真貫徹中央八項

規定，改進會風，儉樸

辦會，集中精力開好政

協十二屆二次會議。

十八條措施改會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