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新疆

烏市政協購校車贈邊遠學校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馬晶晶 烏魯木齊報道）
烏魯木齊市政協近日舉行「情牽學
童手、溫暖求學路」校車捐贈儀
式，向烏魯木齊市米東區 103中
學、達阪城中學、托里中學3所邊
遠地區中學捐贈3輛總價值142萬
元的校車。
今年3月份，烏魯木齊市政協向

全市政協委員發出了捐助校車的倡
議書，在短短的時間裡募集了100
多萬元的善款。市政協主席呂德祥
說，希望全市各族各界的有識之士
都能夠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在
全市營造支持教育，關心下一代的
濃厚氛圍，用愛心幫助孩子們創造
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內蒙古內蒙古

政協委員倡同仁無償獻血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實習記者 圖們 呼和浩特報
道）呼和浩特政協文史和學習委
員會主任李原日前發起「關於全
市政協機關、委員開展無償獻血
活動的倡議」，得到很多政協同
仁積極響應。
李原自 2002 年以來堅持無償

獻 血 13 年 ， 累 計 獻 血 量 達
12000 毫升。他表示，本關心
社會，關心他人的精神，通過社
情民意的提案方式倡議政協委員
和政協工作者無償獻血活動，為
呼和浩特市開展文明城市創建
工作，展示呼和浩特市政協機
關公務員、委員的新形象起到
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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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援疆援藏部署落到實處把援疆援藏部署落到實處
俞正聲強調用心用情做好疆藏內地學生培養
像自己孩子一樣關心少數民族學生
俞正聲十分關心新疆西藏內地學生的教育
培養工作。他先後來到濟南、濱州等地，深
入學校企業、城鄉社區、清真寺院，並多次
召開座談會，與學生老師共商教育培養工
作，與基層幹部群眾共商發展穩定大計。
他指出，做好少數民族內地學生的教育培養工

作是促進民族團結的一件大事。要做好教育幫扶
工作，「真正像自己的孩子一樣關心教育少數民
族學生」。多組織開展結對子、走進漢族家庭、
外出旅遊等活動，引導少數民族學生增強對偉大
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
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
他強調，要幫助他們選好專業、學好漢

語、掌握好專業技能，切實解決好學習和生

活上的困難，做好就業指導服務工作，努力
讓他們成為民族團結的骨幹，成為新疆、西
藏發展進步的骨幹。

加大產業援疆力度
做好新形勢下對口援疆工作，是俞正聲此

次調研的重點。他強調，要堅持以社會穩定
和長治久安為眼點和力點，以改善民

生、凝聚人心為目的，進一步發揮援受雙方
兩個積極性，抓好就業、教育、人才援疆，
進一步加大產業援疆力度。
他指出，要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增加

就業特別是少數民族就業人數，完善援疆工作
機制，努力開拓對口援疆工作新局面。他鼓勵
企業要充分利用新疆的資源優勢和優惠政策，
到新疆創辦企業，為促進新疆就業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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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政協主席俞正聲近

日赴山東調研，強調

要用心用情做好新疆

西藏內地學生的教育

培養工作，切實把對

口援疆援藏部署落到

實處，為增進民族感

情、加強民族團結，

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積極貢獻力量，

再次凸顯中央促進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重要原則。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何凡）中國宗教界
和平委員會四屆一次會議16日在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表示，「中宗和」要成為黨和政

府聯繫宗教界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的重要橋樑紐帶，要進一
步發揮作為全國政協開展對外交往的重要平台的獨特作用。
俞正聲對會議的成功召開和選舉產生的「中宗和」新一屆

領導班子表示祝賀，並向全國宗教界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致
以親切問候。
他說，作為中國宗教界參與國際跨宗教領域活動的全國性

社會團體，「中宗和」成立二十年來始終遵循「友好、和
平、合作、發展」的宗旨，在「世宗和」、「亞宗和」等組
織中逐步擴大影響，在台灣、涉藏、涉疆、涉「法輪功」等
問題上堅決捍衛國家核心利益，向世界闡述我國宗教政策，
解疑釋惑，為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宗教和睦，為維護
世界和平與發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俞正聲指出，「中宗和」的主要任務是促進世界和平，加

強與國際宗教和平組織的友好交往，積極宣傳國家的宗教政
策，不斷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宗教政策的理解。

他強調，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全面
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堅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
獨立自主自辦原則，堅持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
應。「中宗和」要成為黨和政府聯繫宗教界人士和廣大信教
群眾的重要橋樑紐帶，要進一步發揮作為全國政協開展對外
交往的重要平台的獨特作用。要進一步加強「中宗和」自身
建設，進一步提升工作成效和水平。
在此次會議上，全國政協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傑連任新一屆委

員會主席。內地宗教界代表人士傳印、任法融、陳廣元、房興耀、
馬英林、傅先偉、高峰、嘉木樣．洛桑久美．圖丹卻吉尼瑪、刀述
仁、張繼禹、郭承真當選為副主席。學誠任委員會秘書長。
「中宗和」於1994年由宗教界人士趙樸初、丁光訓發

起，由中國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
督教）代表性人士組成，在宗教界和廣大信教群眾中具有重
要影響。其中多數成員為全國政協宗教界委員。

■中宗和四屆一次會議在京舉行。 記者何凡 攝

吳曉靈：「寶寶」衝擊銀行利率上限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馬曉芳）
「2014第八屆中
國銀行家高峰論
壇」近日在中歐
國際工商學院北
京校區舉行。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財經委副主
任委員吳曉靈

在論壇表示，利率市場化不簡單是放開利率上
限，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最大障礙是央行還控制存
款利率的上限。
吳曉靈指出，眾多「寶寶」們所衝擊的也是銀行利

率的上限，正因為銀行有利率上限的控制，才成就了
那麼多的「寶寶們」。目前中國人民銀行仍在公佈
存、貸款基準利率，有一個名義的存貸款利差，對存
款利率浮動的幅度尚有限制；人民銀行尚未確定政策
目標利率，中國尚未形成完整的無風險收益率曲線。
她表示：「面對各種金融創新，在存款利率上限
控制時，讓更多的人到直接融資當中去，有利於國
家金融結構的調整。」

朱民：中國不能重走投資主導增長模式
國家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朱民在論壇表

示，中國CPI增速低應有不同解讀。「中國CPI受
食品、能源價格影響很大，而今年總體預測食品價
格指數和能源指數是往下走的，特別是大宗產品價
格現在跌得非常厲害，這是影響中國現在CPI指數
的一個非常重要方面。」
他指出，中國一定不能重走投資主導增長模式，

必須走消費主導，發展服務業，走新的科技道路，
不斷推進改革和整個經濟結構的變化。

王家瑞：不同政治制度國家可和諧相處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何凡）
首屆「中國共產
黨與世界對話
會」近日在京舉
行。全國政協副
主席、中聯部部
長王家瑞指出，

當前，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成為世界各國
學者熱議的話題，除一些客觀描述外，也

有大量二手甚至多手的素材，導致信息失
真，甚至扭曲。實踐證明，每個國家都有
自身的國情和特色，不同意識形態、政治
制度的國家完全可以和諧相處。
該活動由中國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和中國

和平發展基金會共同主辦，來自世界30多
個國家的60餘名專家學者和中方代表參加
會議。王家瑞表示，此次對話會將為對中
國感興趣、對中共感興趣的人士建立一個
溝通交流的平台，提供更多一手素材，讓
更多人聽到、感受到正宗的中國共產黨。

而此次議題為「中國改革：執政黨的角
色」，正是中共希望向世界傳遞的重要信
息。
談及中共自身建設，王家瑞指出，中

共仍有不足的地方需要改進，這也是中
共重視黨建工作的重要原因。針對一些
黨內幹部出現脫離群眾、以權謀私、貪
污腐敗的問題，中共正大力反腐，堅持
「老虎蒼蠅一起打」，解決這些問題。
中共願意與各國政黨加強交流，探索出
符合世界發展趨勢和自身實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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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路
艷寧 貴陽報道）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厲無畏
近日赴貴州參加第四屆中國（貴州）國際
酒類博覽會相關活動，並表示貴州是中國
白酒產業的重要承載地，要做大做強白酒
產業，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厲無畏在會見貴州省委書記趙克志、省
長陳敏爾時表示，白酒產業的轉型升級離
不開開放創新。貴州作為中國白酒產業發
展的重要承載地，以酒博會為重要平台和
窗口，努力營造良好開放環境的做法值得
肯定。
他表示，貴州要進一步發揮自身優勢，努
力在開放融合、創新創意上做文章，既重視
白酒品質品味、釀造工藝的創新，又把創意
拓展到整個產業中去，延長產業鏈，提高產
品附加值，做大做強白酒產業，推動經濟社
會又好又快發展。
他建議，引進市場化運作方式，加大國
際化步伐，引進更多企業、人才、技術和
資本，將中國（貴州）國際酒類博覽會打
造成為一個享譽世界的專業、權威品牌。

兩岸四地武術名家津門以武會友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馬玉潔）
由致公黨中央主辦的第七屆「海峽兩岸中華武術
論壇」近日在天津開幕，來自港澳台和中國大陸
的百餘名武術名家和門派掌門齊聚霍元甲故里進
行武術交流。全國政協常委、副秘書長、致公黨
中央常務副主席蔣作君在致辭中表示，弘揚中華
「武」文化，對強化兩岸四地民眾共同的精神紐
帶，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將起到積極作用。

蔣作君：冀論壇增進兩岸民族認同
蔣作君說，中華武術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在

歷史發展中融合了儒釋道等諸多中國傳統理論，形成世界上獨樹一幟的
「武」文化，承載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他指出，在中華民族
的歷史長河中，各門派湧現出許多英雄人物，他們捍疆衛國、抵禦外敵的
精神「光照後人」，中華武術因而能夠經久不衰，在兩岸四地都有深厚
的民間基礎。
蔣作君表示，致公黨中央希望通過舉辦這樣一個武術論壇，以武會友，切

磋技藝、交流思想，深化對中華武術的文化思考，弘揚崇德尚武的武術精神。
他希望代表們暢所欲言，共同傳承民族文化，弘揚民族精神，增進兩岸同胞的
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一起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貢獻智慧和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濟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濟
南長清一中看望新疆內高南長清一中看望新疆內高
班學生班學生。。 新華社新華社

■■烏魯木齊市政協向烏魯木齊市政協向33所邊遠學校所邊遠學校
贈送校車贈送校車。。 本報烏魯木齊傳真本報烏魯木齊傳真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財經委副
主任委員吳曉靈。 本報北京傳真

■全國政協副主席、
中聯部部長王家瑞。

本報北京傳真

■呼和浩特市政協委員李原在內呼和浩特市政協委員李原在內
蒙古血液中心獻血蒙古血液中心獻血。。

實習記者圖們實習記者圖們 攝攝

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換屆

■全國政協副秘書
長、致公黨中央常
務副主席蔣作君。

記者馬玉潔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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