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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聲主持會議 聽取提案落實情況

全國政協授權香港文匯報主辦
香 港 友 好 協 進 會 協 辦

主席會首研重點提案辦理
主席會
首研重點提案辦理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近日在
京主持召開主席辦公會議，
京主持召開主席辦公會議
，研
究重點提案辦理工作。
究重點提案辦理工作
。 新華社

促有關部門高度重視政協提案辦理

正聲 19 日下午主持召開主席辦公會議，研究重點提案辦理工作，聽取關於「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
化解造船產能過剩，促進海工產業健康發展」重點提案辦理落實情況的匯報。

49個重點提案督辦扎實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主任孫淦匯報了重點提案主要內容
和督辦情況。全國政協今年確定了 49 個重點提案，重

點提案督辦調研深入扎實，承辦單位辦理認真負責，取得了
較好的實效。
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上，農工黨中央、民盟中央和部
分委員提出有關「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化解造船產能過
剩，促進海工產業健康發展」的提案，針對中國造船產能嚴

重過剩、海洋工程裝備產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等問題提出意
見建議。
今年 5 月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組織有關部門對這一重點提
案開展督辦調研，形成調研報告。報告建議，發揮市場機制
作用，採用信貸、稅收等政策措施，以結構調整為主線化解
造船產能過剩，促進優化轉型升級；做好海工產業發展宏觀
規劃引導；大力推進技術研發創新；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制
定和實施開拓國際國內市場的政策措施。各提案承辦單位高
度重視，認真研究採納。

會議指出，全國政協第一次以主席辦公會議的形式研
究重點提案辦理工作，把提案辦理協商作為推進協商民
主的重要形式和途徑，推進提案辦理工作制度化規範化
程序化，促進有關部門進一步高度重視政協提案辦理和
落實。
會議提出，要進一步推動落實國務院關於化解產能嚴重過
剩矛盾的要求，利用金融等手段，支持優質企業發展，促進
過剩產能退出，引導扶持企業積極開展海洋工程裝備科技研
發，提升自主創新能力。
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人民銀
行、國家海洋局負責同志代表提案承辦單位介紹了提案辦理
落實情況。

民主黨派調研西部三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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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馬曉芳 綜合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國政協主席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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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公益筆會向魯甸災區捐贈書畫

■民革書畫家們現場創作。
本報北京傳真

■農工黨中央主席陳竺（左三）在貴州大方縣獼猴桃示範
園調研。
本報北京傳真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馬曉芳 綜合報
道）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農工黨中央主席陳竺，
全國政協常委、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賴明，民建中央副
主席辜勝阻近日分率調研組赴貴州、四川、廣西，對當
地的醫療、交通、環境等實地考察。陳竺指出，當前中
國衛生事業發展的關鍵還是強基層，強基層的關鍵是強
人才、重點是強政策。

破基層醫療人才下不去留不住問題
陳竺率領調研組深入貴州遵義醫學院附屬醫院、畢節同
心農工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大方縣獼猴桃產業園示範項目
基地等實地調研，了解基層醫療衛生人才隊伍建設、「同
心助醫工程」推進、農工黨黨員企業發展等情況。
陳竺表示，農工黨中央高度重視畢節試驗區大方縣的建
設發展。在今後工作中，農工黨中央將秉承「大方不脫
貧，農工黨不脫鈎；大方脫了貧，農工黨不斷線」的理
念，繼續全力以赴助推大方縣實現發展新跨越，為貴州省
和畢節試驗區改革發展貢獻一臂之力。
他指出，要繼續深入推進城鄉一體化區域醫療聯合體創
建，進一步提高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服務能力和服務水平。

何厚鏵訪閩促兩地交流合作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
刊訊（記者 馬曉芳 綜合報
道）福建省委書記尤權、省
政協主席張昌平在福州會見
了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
尤權說，閩澳之間淵源深
厚，關係素來密切。近年來
雙方在經貿、文化、教育、
旅遊、會展、金融等領域交
流持續深化，合作成效顯
著，有力推動了兩地共同繁
榮發展。他希望何厚鏵副主
席一如既往關心支持閩澳各
領域交流，共同開拓葡語國
家市場，實現優勢互補、互
利共贏。
何厚鏵說，長期以來，福
建省委、省政府對「一國兩
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給予
了大力支持，廣大在澳閩籍
鄉親為澳門的繁榮穩定作出
了重要貢獻。希望澳閩雙方
進一步拓寬合作領域，深化
合作層次，實現共同發展。

■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賴明（右二）到藏民家走訪。
本報北京傳真
農工黨中央將創造新機制，探索開展「同心特崗醫生」計
劃，破解醫療衛生人才在基層下不去、留不住等問題。

藏區反分裂要「長短結合 標本兼治」
賴明率調研組驅車 3,000 餘公里，翻越最高海拔 4,200
米，深入四川康定、道孚、色達等地區，詳細了解川甘青
接合部生態保護與建設、宗教管理與社會治理、基礎設施
建設與民生工程保障、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等問題。
賴明表示，川甘青藏區接合部的反分裂鬥爭形勢依然嚴
峻，經濟發展基礎依然薄弱，脫貧致富任務依然艱巨，生態
保護任務依然繁重，社會事業發展依然嚴重滯後，穩定形勢
依然錯綜複雜，必須統籌協調川甘青藏區接合部全面發展。
他強調，創新反分裂鬥爭的工作方法，要「長短結合，
標本兼治」。短期靠防控，中期靠發展，長期靠基礎設施
建設。以民生換民心，以民心保穩定，以穩定促發展。
他指出，要統籌利用當地自然資源稟賦，打造文化生態
旅遊支柱產業，實現「一產接二連三」，深挖畜牧業附加
值，大力發展高原生態農業和生物製藥。加快建立健全生
態補償機制與制度建設。加大生態保護與經濟建設投入力
度，調整投入方式與結構，取消縣級項目資金配套，給予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左五）與廣西相關政府部門負責
人、企業界人士座談。
本報北京傳真
地方充分自主權，通過待遇留人的方式凝聚和吸引人才。

構建多層次信貸體系緩解融資難
辜勝阻近日率團就中小微企業融資困境和民營金融發展
問題赴廣西南寧調研，並與相關政府部門負責人、金融和
企業界人士進行座談。
辜勝阻指出，當前實體型企業融資太難，融資太貴。要
構建多層次的信貸體系，實行定向調控，提高銀行信貸支
持實體經濟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切實緩解企業融資困境。
推進區域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大力發展支持創業創新的
場外資本市場交易，讓資本市場惠及更多小微企業，降低
企業的融資成本。
他表示，要大力發展 VC（風險投資）/PE（私募股
權），培育更多天使投資人，顯著提高股權投融資比重。
從供給端發力，鼓勵更多民間資本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和社
區銀行，探索面向中小微企業建立政策性金融機構。推進
政府金融公共服務發展，完善配套金融擔保體系，解決企
業融資過程中的「擔保難」和「抵押難」問題。有效整合
各種金融資源，支持企業從小到大連續發展的「一站式」
金融服務平台，強化不同融資方式之間的協同。

羅富和視察寧夏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馬
曉芳 綜合報道）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進中
央常務副主席羅富和率全國政協委員視察團
赴寧夏，就加快推進寧夏內陸開放型經濟試
驗區建設進行視察，全面深入地了解試驗區
建設情況，並圍繞進一步推動試驗區建設和
發展，積極議政建言、獻計出力。
羅富和表示，寧夏自試驗區成立以來，先
行先試取得了新突破，但也面臨着經濟總量
相對偏小、經濟外向度不高、跨越發展與資
源環境約束日益凸顯、交通運輸方式銜接不
暢等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討。
他指出，當前試驗區建設正處在規劃調整

實施陣痛期、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凸顯期、增
長速度換檔期，應以改革為主導，發揮內
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先行先試的優勢；以
規劃為藍圖，做好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的謀
劃與實施；以產業為重點，抓好優勢產業
的轉型升級；以開放為先導，着力構築向
西開放的橋頭堡；以民生為基本，搞好和
諧社會建設。
寧夏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於 2012 年 9 月
10 日由國務院批覆同意成立，是中國內陸地
區第一個對外開放試驗區，也是全國首個以
省域為單位的試驗區。試驗區面積 6.64 萬平 ■全國政協副主席羅富和（前排右三）視察寧夏
方公里，是中國目前面積最大的試驗區。
民族服飾公司。
本報北京傳真

港澳委員積極支援雲南抗震救災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馬曉
芳 綜合報道）雲南魯甸6.5級地震發生後，省
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及時向港澳台委員
通報災情，港澳台委員積極響應，購置衣物、
礦泉水等物資。

雲南省政協港澳台委員共購置衣物
21,074 件 、 礦 泉 水 861 箱 ， 以 及 一 批 醫 藥
用品和 20 萬元善款，支持災區群眾渡過難
關。雲南省政協委員馬永升第一時間帶領
挖掘機隊伍開赴重災區，幫助搶險救援，

其企業累計向災區捐贈物資折合人民幣
260 餘萬元。
雲南省政協主席羅正富亦趕赴地震重災區，
並要求全省各級政協組織、政協各參加單位和
廣大政協委員，將支持魯甸等地抗震救災作為
當前的一項大事和要務，真心真情投身抗震救
災工作。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 王曉雪、馬玉潔）由民革中央發
起、民革中央畫院承辦的「伸出博愛
之手——支援魯甸抗震救災」公益筆
會近日在北京舉行。此次筆會收到捐
贈和現場創作書畫作品55幅，將全部
捐給民革雲南省委員會用於支援魯甸
災區建設。
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務副
主席齊續春對到場的書畫藝術家表示
了感謝，並希望災區人民早日恢復正
常的生產生活。全國政協常委、副秘
書長、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說，當
國家遇到困難的時候，不管是地震、
泥石流還是洪災，「需要的時候我們
就會伸出博愛之手」，他表示這也是
民革的一個傳統。
雷甲壽、張國輝、黃玲玲等20多位
書畫藝術家參加了本次筆會的現場創
作活動，部分無法參加筆會的藝術家
也陸續寄來作品，以實際行動為魯甸
災後重建貢獻力量。

甘肅

委員獻策「生態安全屏障建設」

■甘南州政協副主席王亞男建言獻
策。
本報蘭州傳真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 朱世強 蘭州報道）甘肅省政協日
前圍繞「推動國家生態安全屏障綜合
試驗區建設」舉行月協商座談會。完
善生態補償制度，建立長久生態補償
機制成關注熱點。
參會政協委員建言，通過加大財政
轉移支付、徵收生態補償費、建立生
態建設基金等方式，形成生態建設與
保護補償長效機制。建議增加重點公
益林生態效益補償面積，提高公益林
補償標準，並建立礦山環境治理和生
態修復工作地方政府責任制，確保徵
收的補償費和保證金全部用於礦區生
態環境的修復治理。
甘肅省政協主席馮健身表示，圍繞
生態安全屏障建設議政建言是甘肅省
政協今年的重點工作之一，將積極推
動會議成果的轉化落實，並積極推動
相關問題得到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