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正聲提四點要求
俞正聲代表全國政協對會議的成功召開表示

熱烈祝賀，對第三屆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的工
作給予充分肯定。
他希望大家深入學習貫徹中共十八大和十八

屆三中全會精神，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
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自覺把理事會工作放到國
內國際兩個大局中來謀劃和推進，緊緊圍繞黨
和國家重大決策部署，切實發揮諮政建言、出
謀獻策的重要作用，為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
展、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服務國家外交大局貢
獻更多智慧和力量。
俞正聲對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的工作提出四

點要求：一是努力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
得新成績，要緊緊圍繞全面深化改革目標任
務，緊扣經濟社會領域和改革發展中的重大問
題，切實提高意見建議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二
是努力在擴大對外友好交往方面拓展新領域，
要加強同國外相關組織、政府機構、重要智
庫、主流媒體等的聯繫，增進相互了解，為更
好服務總體外交發揮積極作用。三是努力在推
進政協履行職能方面作出新貢獻。四是努力在

加強自身建設方面邁上新台階。

杜青林：提升品位 增強活力
杜青林在會上指出，新一屆理事會要適應新

形勢新要求，着重提升品位、增強活力，推進
理事會工作扎實有效開展。要把握理事會工作
方向和定位，着眼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主
動對接全國政協工作部署，立足自身特色充分
發揮作用；要聚焦理事會工作的着力重點，加
強對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研究，及時有效發揮
決策諮詢作用；開展雙邊和多邊交流合作，努
力提高服務質量和工作水平；要着重加強理事
會制度建設，彰顯和激發理事會潛能，認真抓
好理事會隊伍建設。

多名港澳人士進理事會
會上產生了新一屆理事會領導人、常務理事

和理事。杜青林當選理事會主席，全國政協機
關黨組書記、常務副秘書長孫懷山及周伯華、
賈治邦、張玉台、孟學農、楊崇匯、潘雲鶴、
吉林、吳志明、徐敬業、王勝洪、徐振寰等任
副主席。
理事會由201名理事構成，其中常務理事為

37人。理事會成員中，亦有多名來自港澳方面
的全國政協委員，包括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陳經
緯、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會長孫少文、全國青聯
副主席陳仲尼、瑞德資本集團董事長魏明德
等。
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張慶黎，第三屆中

國經濟社會理事會主席王剛參加會見。

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成
立於2001年7月，是國內
首家同時將經濟和社會領
域作為關注重點的全國
性、非營利性的社團組

織。其業務主管部門為中國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全國委員會辦公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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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內蒙古
駐區全國政協委員調研蒙企業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實

習記者 郭燕 內蒙古報道）近日，內
蒙古政協組織部分駐區全國政協委員
走進內蒙古企業車間、研發基地調
研，為助推企業成為國家一流企業獻
計獻策。
自2008年遭遇行業危機以來，內地
奶價居高不下，國外100多個品牌乘
虛而入，搶奪市場。針對這一問題，
委員們在考察伊利時提出，與國外同
行業相比，中國加工企業在相關指標
檢測方面投入量大，建議國家應進一
步規範檢測職責、範圍和標準，降低
企業檢測環節的成本。

甘肅甘肅
九三學社助力蘭州啟建第二水源地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 朱世強、通訊員 萬代紅 蘭州報
道）作為全國唯一沒有第二水源的省
會城市，蘭州市的城市安全供水一直
存在短板。在九三學社甘肅省委會多
次呼籲下，蘭州市將於今年11月開工
建設第二水源地，預計2016年底完
工。
今年初舉行的政協甘肅省十一屆二
次會議上，九三學社甘肅省委會提出
《關於從劉家峽水庫調水建設蘭州市
城區第二水源地的提案》。今年4
月，蘭州市發生自來水苯污染事件
後，九三學社甘肅省委主委劉曉梅立
即撰寫《建設蘭州第二水源地》的建
議報送甘肅省委，指出加快第二飲用
水水源建設迫在眉睫。建議均受到甘
肅省委、省政府的重視和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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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四屆一次會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四屆一次會
議議1717日在京舉行日在京舉行。。 何凡何凡攝攝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

刊訊（記者 何凡）中國經濟

社會理事會四屆一次會議17

日在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

聲會見與會代表並講話。他

希望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切

實提高意見建議的針對性和

實效性，並努力在擴大對外

友好交往方面拓展新領域，

為更好服務總體外交發揮積

極作用。在中國經濟社會理

事會四屆一次會議上，中共

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政協

副主席杜青林當選為新一屆

理事會主席。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林舒婕 廈門報道）
為深入研究河洛文化和閩南文化，積極發揮河洛文化與閩南
文化在海峽兩岸文化交流中的獨特作用，由全國政協港澳台
僑委員會、福建省政協、河南省政協和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
聯合舉辦的第十二屆河洛文化研討會近日在廈門舉行。
全國政協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全國政協港澳台
僑委員會主任楊崇匯、副主任梁綺平等出席了會議。來自海
峽兩岸、香港、美國、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近200
人與會，提交研究論文110篇，結集為《河洛文化與閩南文
化》論文集。
此次研討會的主題為「河洛文化與閩南文化」，中國河洛
文化研究會會長、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顧問陳雲林指出，研討
會不僅在學術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績，而且在促進
海峽兩岸文化交流、人員往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等方面作

出了積極的貢獻。
陳雲林說，河洛文化與閩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

分，是連結海峽兩岸和海內外華人華僑的重要紐帶。從2003
年秋天第九屆全國政協提出深入研究河洛文化以來，10年來
河洛文化研究在學術上取得了突出成績，河洛文化的研究和
探討已經並正在起到凝聚世界華人華僑力量，共同致力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在促進海峽兩岸文化交
流，增進兩岸同胞民族感情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台灣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郭俊次接受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兩岸關係有很多溝通渠道，總結起來包括有形的硬
體「經貿」和無形的軟體「文化」。「近幾年來，我在台灣
全力推動和統文化教育，因為我相信，文化融合是巧實力、
軟實力，對於島內青年一代正確認識兩岸，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

陳雲林：河洛文化連接華人華僑

■來自海峽兩岸、香港、美國、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專家
學者近200人參加研討會。 林舒婕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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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中國
民主同盟第十一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六
次會議在南京市召開。會議總結回顧近
年來民盟加強思想建設和宣傳工作的成
績經驗，研究部署新形勢下加強民盟思
想建設和宣傳工作的新任務、新舉措，
進一步堅定信念，凝聚共識，努力開創
民盟思想建設和宣傳工作新局面。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

主席張寶文強調，思想建設和宣傳工作
是民盟自身建設的重要保證。全盟同志
一定要把思想建設和宣傳工作放在重要
位置，以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
努力做到善始善終、善作善成。

思想建設和宣傳工作重點在基層
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務副主

席陳曉光指出，思想建設和宣傳工作的首要目標是堅持正確的政治方
向，凝聚政治共識，堅定理想信念。要弘揚盟的光榮傳統。做好盟史資
料的發掘、整理和研究工作，讓盟的優良傳統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他強調思想建設和宣傳工作的重點在基層。各級盟組織和領導幹部要

堅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多到基層調研；要堅持以人為本，多做凝聚
共識的工作。四是思想建設和宣傳工作的根本是見實效。要構建從上到
下，各個部門齊抓共管的「大宣傳」格局，使思想建設與各項工作的開
展互相促進，相得益彰。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全國工商聯十一屆四次常委會議近
日在哈爾濱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王欽敏在會議指
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技術創新為切入點推進轉型升級，是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措施。

冀非公經濟作出更多貢獻
王欽敏指出，科學研判和準確把握當前經濟形勢，對於做好促進

「兩個健康」工作，堅定廣大民營企業發展信心至關重要。經濟增長
從高速到中高速換檔，經濟結構從不平衡不協調到優化協調，經濟發
展從注重數量轉向注重質量效益，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
徵。
他表示，中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

本面沒有改變，民營經濟發展的活力依然不減。截至4月底，登記註
冊的私營企業近1,320萬戶，比上月底增長2.3%，註冊資本（金）

43.8萬億元，增長3.0%；個體工商戶4,564萬多戶，增長1.2%，資金
數額2.55萬億元，增長1.8%。1－4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近7萬億
元，同比名義增長20.4%，佔全國的比重為64.9%。
他希望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要堅定對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支持

改革、參與改革，以非公有制經濟科學發展的新成就為轉變經濟發展
方式作出新貢獻，在中國經濟提質增效升級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調研15省市中小微企技術創新現狀
王欽敏指出，技術創新是支撐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實施創新

驅動發展戰略，以技術創新為切入點推進轉型升級，不僅是全面貫徹
落實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具體體現，而且是加快轉變經濟
發展方式的重要措施。
他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國工商聯在連續三年開展中小微企業調研

的基礎上，6位會領導帶領調研組，赴15個省市開展調研活動，深入
了解中小微企業技術創新現狀，找出制約企業技術創新的突出問題，
探索以技術創新推動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基本規律。中小微企業佔中
國企業總數的99%以上，是技術創新的生力軍，在國家實施創新驅動
發展戰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王欽敏要求，各級工商聯要緊緊圍繞全面深化改革，牢牢把握

「兩個健康」工作主題，突出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實踐
活動和服務引導民營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實現轉型升級兩項重點工
作，以飽滿的熱情，改革創新的精神，優良的作風，扎實推進各項
工作落實。

■全國工商聯
十一屆四次常
委會議近日在
哈爾濱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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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中共中央
政 治 局 常政 治 局 常
委委、、全國政全國政
協主席俞正協主席俞正
聲會見與會聲會見與會
代 表 並 講代 表 並 講
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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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社會理事會

王欽敏：技術創新是民營經濟轉型關鍵

■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
常務副主席陳曉光在中國民主
同盟第十一屆中央常務委員會
第六次會議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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