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上海
運用新媒體互動履職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近日

上海市政協召開十二屆二十三次主席
會議，市政協主席吳志明主持並聽取
市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期間委員就政
協工作提出的意見建議及各部門研究
處理情況的匯報。
市政協梳理匯總了與會委員提出的
包括協商活動組織、委員視察、提案
工作、學習培訓、信息化建設等10個
方面的28條意見建議。同時，市政協
將進一步為委員知情明政創造條件，
增加小型通報會；建立委員撰寫提案
服務保障機制，提供提案徵集參考選
題及信息資料查詢服務；加強信息化
建設，運用新媒體互動方式促進履職
工作等。

重慶重慶

開展「委員傳遞正能量」
履職實踐活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 楊毅）重慶市政協主席徐敬業在
全國兩會期間表示，兩會後重慶市政
協將對接中共中央和全國政協的頂層
設計，繼續開展重慶政協「委員傳遞
正能量」履職實踐活動，為促進經濟
社會發展貢獻智慧和力量。
徐敬業說，常委會工作報告以「在
繼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概括了
全國政協開局之年的工作，用四個
「新」、一個「良好」總結了去年工
作成果。「新成效、新成績、新進
展、新突破」，突出了政協的鮮明特
色，提振了委員精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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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會上聚焦 場外熱議
全國政協機關近日舉行學習貫徹2014年全
國兩會精神報告會，全國政協機關黨組書
記、常務副秘書長孫懷山傳達了十二屆全國
人大二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精
神。他指出，要全面把握兩會精神的主要內
容和深刻內涵：一是唱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
主旋律，形成了會上會下聚焦改革、場內場
外熱議改革的良好氛圍；二是掀開了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新篇章，提出了一系列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新舉措；三是展示了中國特色民主
政治的優越性，代表委員們圍繞經濟、政
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問題
積極建言獻策，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建
議，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生

機活力。
上海市政協在學習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

議精神時指出，要進一步凝聚共識，努力為
全面深化改革營造良好環境；圍繞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就上海自貿試
驗區建設、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等深入調
研，為上海當好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和科學
發展先行者貢獻智慧和力量。

緊抓提案落實 提高履職能力
天津市政協主席何立峰在天津市政協傳達學

習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精神會議上要求，
進一步加強與全國政協和國家有關部門的溝通
聯繫，特別要抓好在津全國政協委員遞交全國
政協提案的跟蹤落實。市政協有關專委會要密
切配合全國政協和國家有關部門，主動搭建提

案辦理落實的協商平台，積極協助做好提案辦
理落實工作。着力加強人民政協履行職能的制
度化建設，特別是要進一步推動人民政協協商
民主制度化建設，切實把制度優勢轉化為履職
實效，推動政協工作再上新水平。
內蒙古自治區政協主席任亞平在傳達學習

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精神會議上指出，
要在學習、領會、建言上下功夫，進一步凝
聚統一戰線的智慧和力量；要落實好本年度
協商計劃，及早開展調研，並組織好協商成
果報送，同時調動和發揮委員的主動性、創
造性，突出界別特色，活躍界別活動，增強
專委會活力，努力促進政協履職能力的提
高。加強政協理論研究工作，吸引院校、研
究機構等社會力量，推動研究解決一些重大
理論和實踐問題，促進自治區改革發展穩定
貢獻力量。

結合實際工作 突出履職重點
在浙江省政協舉行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

會議精神報告會上，省政協主席喬傳秀指
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今年全國兩會聚焦的重
點，要充分發揮政協協商民主優勢、民主監

督優勢、人才智力優勢、團結聯合優勢，全
力為浙江省全面深化改革盡好責、出實力。
喬傳秀強調，要組織實施好「三級政協聯
動、萬名委員同行、助推五水共治」民主監
督；制定好以送文化、衛生、科技、教育、
法律、體育「六下鄉」為主要內容的省政協
委員「走進基層走進群眾」活動實施方案；
切實組織開展好「美麗鄉村」建設和污染治
理情況等視察活動；籌劃好人民政協成立65
周年慶祝活動等工作。
廣西政協主席陳際瓦在廣西政協傳達學習

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精神大會上強調，
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是今年政協履職的重點，
自治區政協要抓好珠江－西江經濟帶建設即
將上升為國家戰略後重要問題的協商議政活
動，力求提出推動規劃實施具有重要參考作
用的對策建議；抓好構建西江經濟帶綜合交
通運輸體系、進一步簡政放權等專題議政性
常委會議和加快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綜合配套
改革、加快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建設等專
題協商會，不斷提高協商議政的實效，在聚
焦全面深化改革，推進服務大局上取得新成
績。

唱響主旋律 力創新局面
全國各地各級政協貫徹兩會精神全國各地各級政協貫徹兩會精神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馬曉芳 綜合報道）2014全國兩會

閉幕後，全國政協機關及各地政協紛紛召開會議，圍繞全面深化改革這一

今年全國兩會的主線，貫徹落實全國兩會精神，要求堅持以改革統領全

局，力創政協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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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李青霞）今年全國兩會期
間，以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政協
主席陳求發為第一提案人，在湘全
國政協委員提交聯名提案，呼籲將
南方產糧大省湖南列為國家現代農
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提案指出，國家目前已啟動現代
農業綜合配套改革，並把北方產糧
大省黑龍江省率先列為試點省份。
湖南作為中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
地，建議將其列為國家現代農業綜
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中國南方地
區探索現代農業綜合配套改革經
驗。
提案認為，目前湖南農田基礎設
施薄弱，嚴重影響增產潛力的發
揮。隨着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向城市
轉移，農村出現結構性勞動力短
缺。建議國家加大高標準農田建設
力度，力爭用10年左右時間，全面
完成高標準農田建設任務。
提案同時建議，加大新型農業經
營主體的扶持力度，加快構建新型
農業經營體系。此外，還要加大農
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的扶持力度，加
快構建「一主多元」的農業社會化
服務體系。提案建議財政部、農業
部將湖南整體納入農業全程社會化
服務試點，在大專院校開設基層農
技推廣員專業，按照雙向選擇的原
則，選拔優秀大學生充實到基層農
技隊伍。同時，重點扶持種子種苗
繁育與配送、機械栽培、統防統
治、田間管理、防汛抗旱、農產品
營銷等專業化服務組織。

■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政協主席
陳求發。 本報湖南傳真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馬
曉芳、王頔）近日，北京市政協就北京中
小學生體質健康狀況調研情況舉行新聞發
佈會，發佈調研報告及政協北京市第十二
屆委員會常委會關於促進北京市中小學生
體質健康的建議案。針對首都中小學生群
體中視力不良超過六成，兩成體重超標等
學生體質健康水平不斷下滑現象，提出建
立學生體質下降問責機制、改進升學考試
制度將體育納入高考科目等19條具體建
議。

學校評估「一票否決」
北京市政協教文衛體委員會主任王守法指

出，體檢結果顯示，北京中小學生體質健康
狀況堪憂，並呈現不斷下滑局面。北京市中
小學生近4年全員體檢主要項目檢測數據顯
示，視力不良檢出率4年內從59.96%增加到
62.96%，2012-2013學年高中三年級學生視
力不良檢出率竟高達88.79%。中小學生肥胖
檢出率也持續增長，常見慢性病有低齡化趨
勢。2012年衛生部門對北京401名初一、高
一肥胖學生進行的慢性病風險評估結果顯示，
空腹血糖升高檢出率達50.2%、血脂異常檢
出率46%、脂肪肝檢出率45.1%、高血壓檢
出率30.7%。
王守法指出，中小學生體質下降原因多

面，除學校體育設施和師資不足之外，全
社會普遍存在重智育輕體育的觀念也很重
要。學校、家庭缺少了解相關健康知識的
途徑，健康監護職責履行不到位，致使中
小學生沒有建立起科學的生活方式。
針對調研情況，北京市政協建議完善對

中小學校開展體育運動的監測與評價機
制，建立學生體質下降問責機制，明確政

府主管領導為第一責任人，加大對學生體
質健康水平持續3年下降的區縣和學校，
在各類評估以及評優評先中實行「一票否
決」的執行力度。嚴格「落實學生每天一
小時校園體育活動」制度，對不能落實
的，要逐級追究政府和校長的責任；認真
實施「北京市在義務教育階段推行中小學
生課外活動計劃」，量化並明確體育運動
在其中的比重。

建議政府「購買服務」保學生鍛煉
北京市政協調研發現，隨着北京市城市

不斷發展，城區多數學校的運動場地面積
受限，體育器材實際擁有數不能滿足體育
課和課外鍛煉需要。根據北京教育學會體
育研究會2013年對本市1148所中小學校
的調研顯示，北京市僅有13.41%的學校擁
有標準400米跑道田徑場地，其中城區學
校只佔2.35%，絕大多數集中在郊區；學
校平均擁有籃球場2.24塊、足球場（含五
人制）0.81塊、排球場0.64塊、羽毛球場
1.37塊，體育場地嚴重不足；體育訓練器
材中，除跳繩、毽子和運動墊子的平均擁
有量稍高之外，籃球、排球、乒乓球桌、
單雙槓、跳箱、鉛球、跳高架等，平均擁
有量都非常少。
為此，北京市政協建議充分利用拆違騰

空土地和存量建設用地，優先規劃和建設
中小學生運動場地，加快推進城區中小學
校體育場館改造工程，積極開發利用中小
學校可利用地下空間。建議採取購買服務
的方式發揮學校周邊社會體育場館作用，
優先保障中小學生體育鍛煉的需要，在固
定時段免費向中小學校開放和在校外時段
對學生優惠開放。利用資源共享機制，全

面實現校際間體育場地設施共享共用，提
高學校場地場館的使用效率。

借鑒香港經驗
王守法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指出，香港

在學生體育鍛煉和體育活動方面比內地做的
好很多，值得內地學習借鑒，在培養學生綜
合素質和提高學生體質方面，國外也有很多
先進的經驗值得學習。他指出，內地評價學
校好壞多以分數和升學率為標準，所以家長
衡量學校好壞也以此為準，並將保證孩子能
考上好大學作為選擇學校的重要標準，市政
協關於中小學體質健康的調研最終希望從側
面推動教育體質改革，改變應試教育模式，
助推學生們健康全面發展。

逾六成學生視力不良 京政協倡學港經驗

■■中小學生群體中近視眼越來越多中小學生群體中近視眼越來越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全國政協十二屆全國政協十二屆
二次會議現場二次會議現場。。

記者馬曉芳記者馬曉芳 攝攝

■重慶政協委員參加「傳遞正能
量」活動。 本報重慶傳真

■北京市政協中小學生體質健康狀況調研情況新聞發佈會現場。 本報北京傳真

■■「「小胖墩小胖墩」」在中小學生群體中在中小學生群體中
數量日益上升數量日益上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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