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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展紀念人民政協成立65周年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 馬曉芳）近日，北京市政協舉辦
畫展紀念人民政協成立65周年，共展
出150多幅作品，題材多樣、內容豐
富，表達了藝術家對人民政協的誠摯
祝福。
北京市政協主席吉林指出，人民政
協的65周年不平凡歷程，始終高舉愛
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堅持團結和
民主兩大主題，積極履行政治協商、
民主監督、參政議政三項職能，為國
家經濟繁榮、民主發展、社會和諧、
人民幸福和祖國統一，發揮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站在新的起點上，將繼續
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
作用，積極協調關係、匯聚力量及建
言獻策，為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更大的
貢獻。

內蒙古內蒙古
深入調研居家養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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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政協副主席牛廣明率調研組深入
內蒙古呼和浩特調研居家養老服務工
作。
調研組建議進一步加快發展養老服
務業，在服務方式和內容上，採取無
償、低償、有償多種形式向老年人提
供必要的專業化生活照料、醫療康
復、應急救助等服務。支持企業和機
構運用互聯網、物聯網等技術手段發
展老年電子商務，逐步建立和完善可
持續發展養老服務體系，為社區老年
人提供高質量養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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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協主席吉林等參觀畫
展。 本報北京傳真

全國政協雙周會熱議南水北調中線水質保護
讓「一泓清水永續北上」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馬曉芳 綜合報道）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通

水在即，全國政協近日在京召開雙周協

商座談會，就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地水質保

護問題座談交流。委員認為，南水北調中

線工程是中央解決華北地區特別是首都缺

水問題的重大戰略決策，應保護好水源地

水質，確保「一泓清水永續北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會議並講
話。全國政協委員張基堯、朱永新、王光謙、葉冬松、

張桃林、李原園、張震宇、印紅、王浩、陳天會、馬榮才等
專家學者在座談會上發言。

委員建議落實規劃防治污染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於2003年12月啟動，預計今年汛期後將

正式通水。委員認為，現在水源地丹江口水庫水質總體良
好，基本符合通水水質要求。對水源地水質保護面臨的一些
問題，要繼續積極加以解決。
委員建議，進一步落實國務院批覆的關於庫區水污染防治和

水土保持的相關規劃。要對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環境影響和配套
工程進行評估，把後續項目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
個五年規劃綱要》。要建立庫區及上游水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
的長效機制。控制污染物排放總量，加強農業面源污染治理，
搞好綜合整治，完善生態補償機制，開展對口協作。
全國政協常委張基堯指出，一朝污染易，治理百年難，一
旦丹江口水庫被污染，治理將極其困難。必須汲取太湖、滇
池污染治理的教訓，採取標本兼治、立足長遠、扶持與限制
相結合、調水區與受水區相協調、經濟發展與水源地保護相
統一的方式，做好水源地的保護工作。

委員籲加大資金保障建現代生態農業
水利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常委胡四一表示，要進一步完善

中央對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方法，加大對水源區的
轉移支付力度，加快推進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區對口支援。他
強調，確保水質安全必須有充分的資金保障，必須完善相關
政策，進一步加大對庫區及上游的資金投入力度。
全國政協常委、農業部副部長、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張桃林

指出，丹江口庫區及上游地區水質與該區農業農村生產生活關
係密切。必須創新發展理念，依靠科技進步，強化政策制度保
障，用南水北調工程的建設要求來倒逼農業面源污染防治，以
現代生態農業建設來保障和維護「一庫清水」，形成良性循環。
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公室主任鄂竟平介紹了南水北調中線水

源地水質保護有關工作情況。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環境
保護部、水利部、國家林業局有關負責人出席會議，與委員
交流了意見。
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羅富和、張慶黎、馬培華出席座

談會。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為
確保「一泓清水永續北上」，湖
北、河南及陝西做出了重大貢獻。
在全國政協近期召開的雙周座談會
上，全國政協委員、陝西省政協主
席馬中平表示，目前水源地上游存
在的主要矛盾是環境保護和促進發
展，投入需求大與當地財政緊張這
兩對矛盾。他建議建立漢丹江水源
保護的長效機制，將陝南水源區設
立為國家級生態文明改革試驗區，
建立穩定可持續的生態補償機制和
增長機制。

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省政協主席
葉冬松指出，為保護丹江口水庫水
質，河南省已經關閉了水源地周邊
的801個企業，使得庫區周邊的縣財
政壓力加大。他建議盡快建立南水
北調中線工程的渠首水源地高效生
態經濟示範區，大力實施種植結構
調整，引導農民發展生態農業，促
進農民脫貧致富。
湖北省政協副主席陳天會建議加大

對水源區退耕還林的支持力度，進一
步加大對水源區的政策和資金支持力
度，盡早實施「引江補漢」工程。

陝豫鄂政協建議加大對水源區生態補償

■全國政協雙周會熱議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地水質保護。圖為座談會現場。 新華社

王欽敏調研晉「落實企業投資自主權」第三方評估工作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馬曉

芳綜合報道）近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
工商聯主席王欽敏一行在山西就落實企業投
資自主權和示範項目第三方評估工作進行調
研。

將向中央反映企業困難
王欽敏在考察企業中，建議地方政府支持

企業建設以再生資源利用為特色的循環經濟
產業集聚園區，以循環、低碳、節能及環保
產品為核心鏈條，引領更多企業和行業入駐
發展，打造以城市廢棄物為資源的循環利用
產業示範基地。
他指出，國務院對穩增長、促改革、調結

構、惠民生政策措施落實情況開展全面督
查，督查工作決心之大、力度之大、要求之
高，都是以往少有。全國工商聯要把企業的

困難問題和意見建議直接向國務院和有關決
策部門進行反映，不斷改善非公有制經濟發
展環境，更好推動非公有制經濟健康有序發
展。

挖掘晉三種優勢助推民企發展
王欽敏強調山西是資源型經濟省份，從資

源依賴型邁向創新驅動型是山西轉型發展的
基本路徑，推進創新驅動和轉型升級信息化
和工業化深度融合是山西轉型發展的重要引
擎。要注重挖掘晉商資源、礦產資源和信息
資源三種優勢，助推民營企業發展壯大。
他希望民營企業家抓住全面深化改革帶來

的新發展機遇，實現企業轉型升級；勉勵民
營企業家多學習、了解和研究政策，順應改
革大局，引領企業發展；加強團結合作，優
勢互補，抱團取暖，降低風險；注重信譽，

誠信守法經營。

工商聯具獨特優勢
王欽敏表示，工商聯是黨和政府聯繫非公

有制經濟人士的橋樑紐帶、政府管理和服務
非公有制經濟的助手，聯繫和服務面廣量
大的非公有制企業，具備獨特的優勢。他要
求各級工商聯和商會組織不斷提升服務水
平，切實加強本領建設，有效承接政府職
能，積極推動民營企業加快技術創新、管理
創新、商業模式創新，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據悉，全國工商聯受國務院委託承擔

「落實企業投資自主權，向非國有資本推出
一批投資項目」政策措施落實情況開展第三
方評估工作。山西是此次評估的13個重點省
份之一，也是全國工商聯開展評估工作調研
指導的首個省份。

■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王欽
敏。 本報北京傳真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
員長、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近日在京會見了台灣
「2014縱橫北京」中華文化研習營一行，並以「思進
取，日日新」表達對台灣年輕學子的殷切期望，希望
學子珍惜青春時光，放飛美好夢想，為今後人生打下
堅實基礎。
研習營由台灣賢德惜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周荃、台北
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鄭又平帶隊，研習營成
員由台灣28所高校的77名大學生組成。

兩岸應共同繼承中華傳統文化精華
嚴雋琪指出，中華傳統文化是經過歷史長河洗禮後凝
聚的精髓。民族文化的傳統是民族自主性的體現，是民
族精神的支撐，民族認同的依據，民族自信的源泉。繼
承傳統要善於選擇，保持開放，學會寬容，增強自信。
她表示，兩岸的中國人包括全球華人，應該一起努力
繼承或借鑒具有普遍意義的傳統文化精華，並與今天新
的時代結合起來，對傳統文化精華進行現代化升級，努
力實現中華文化的新發展和新超越，為世界提供思想、
價值的貢獻。

海峽風波隔不斷同胞親情
她強調，教育最大的精神支撐是培養人文素養，教育

的本質是通過傳播價值、澄清基本信念，以德為先，讓

世界和人生變得可以理解，可以參與，可以選擇。
她說，我們有共同的歷史記憶，有共同的利益所在，

也對中華民族的未來有共同的嚮往。海峽的風波終究隔
不斷同胞的親情，歷史的恩怨必然讓位於今天的團結，
政治的異同應該服從於民族的福祉。兩岸的大學和大學
的師生能夠在兩岸的文化交流、學術交流、科學交流方
面擔當重要的角色，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

嚴雋琪冀台灣學子「思進取 日日新」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馬曉芳）為紀念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為
馬本齋題詞七十周年，以「中國夢 民族
情」為主題的全國政協委員馬國超將軍、
著名回族書畫家鐵劍心先生聯合書畫展近
日在京開幕，共展出作品180餘幅。
活動由中國將軍文化藝術協會、中國少
數民族書畫院、北京民族文化宮展覽館共
同主辦。來自各地的著名書法家參加展
覽，並現場揮毫共書了岳飛的《滿江
紅》。

連任全國政協四屆委員的馬國超在畫展
現場表示，正值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77周
年之際舉辦畫展，是向偉大的抗戰英雄致
敬，學習他們熱愛祖國、不怕犧牲和促進
民族團結的精神。由他編寫劇本的電影
《馬本齋和他的母親》也已拍攝完畢，正
在後期製作當中。
馬本齋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冀中軍區

回民支隊司令員，著名抗日英雄，因在長
期的戰爭生活中積勞成疾，於1944年2月
7日在山東省莘縣病逝，年僅43歲。中共
中央在延安為他舉行了追悼會，毛澤東寫
下「馬本齋同志不死」，周恩來題詞「民
族英雄，吾黨戰士」，朱德題寫輓聯「壯
志難移，漢回各族模範；大節不死，母子
兩代英雄」。

■馬本齋之子、全國政協委員馬國超在書
畫展講話。 馬曉芳 攝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在座
談會上講話。 本報北京傳真

■■全國政協近日在京召開雙全國政協近日在京召開雙
周會周會，，就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就南水北調中線水源
地水質保護問題座談交流地水質保護問題座談交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全國
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會議並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會議並
講話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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