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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山東報道）在山
東省「兩會」上，山東省政協公佈：去年至今各
界政協委員共提出提案1,026件，經審查立案817
件。對40件涉嫌抄襲的提案予以撤案並對提案者
進行約談。
在經濟新常態形勢之下，實體經濟發展成為經

濟領域政協委員關注的焦點。全國工商聯副主
席、東嶽集團董事長張建宏等政協委員就呼籲，
民營企業到了存亡關鍵期，要警惕一大批民營企
業出現生存困難的現象。

山東政協撤40件涉抄襲提案
速遞兩兩會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駱佳 鄭州報道）昨日，
河南省政協第十一屆三次會議在河南人民大會堂
開幕。河南省委書記郭庚茂、省長謝伏瞻出席會
議，河南省政協主席葉冬松作政協常務委員會工
作報告。報告中，葉冬松強調政協工作要創新四
大機制。
按照河南省委部署，河南省政協2014年安排4

名副主席、8名廳級幹部參加督導工作，並全部
圓滿完成督導任務。河南政協還開展了廉潔從政
專項治理活動，組織集中培訓委員600多人。
關於2015年的工作安排，葉冬松表示，要始終

堅持正確的方向，牢牢把握團結民主主題，認真
落實黨組織的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嚴明政治紀律
和政治規矩，着力促進依法治省，進一步加強民
主監督。葉冬松強調，政協工作要不斷創新，創
新協商內容知情機制、主體參與機制、意見表達
機制以及成果轉化機制。

河南政協將創新四大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建麗 內蒙古報道）中
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第十一屆委員
會第三次會議日前在呼和浩特開幕。內蒙古政協
主席任亞平向大會報告工作。他強調，內蒙古要
實現對內對外開放目標，就要積極開展港澳台僑
人士工作，發揮港澳委員的積極作用，促進與港
澳台僑的交流合作。
任亞平指出，過去一年，內蒙古政協組織港澳

委員開展活動，為委員履職創造條件。依靠「四
僑」聯動，增進了與港澳台僑社團和代表人士的
聯絡，對歸僑僑眷危房改造和解決港澳台僑資企
業發展困難提出建議，動員港澳台僑人士參與了
內蒙古的建設。他表示，今年內蒙古將進一步加
強與港澳台僑委員聯絡，引導他們為內蒙古改革
開放貢獻力量。

任亞平：加強與港澳台僑交流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盼 成都報道）四川政
協委員、香港李錦記醬料集團主席李惠中在四川
省政協第十一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提出，希望四
川省能將國家食品企業誠信管理體系證書上代表
誠信的「信」字標識率先用在產品包裝上，取
「信」於民，還消費者以信心。
「我最關心的還是食品安全問題，從農田到餐
廚，上游到下游，農藥殘留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
的問題。如果企業建立農殘追溯體系，任何環節
出了問題，都能找到問題的源頭。」李惠中在
《關於加快食品工業企業誠信體系建設的提案》
中，建議擬定四川省食品工業企業誠信體系建設
中長期推進計劃，重點推動行業龍頭企業、規模
以上企業建立誠信管理體系，作為行業示範企業
進行推廣，並配套建立對誠信企業真正有吸引力
的政策激勵與支持機制。此外，加大建立誠信信
息徵集和披露體系的力度，完善食品企業誠信體
系誠信運行機制，形成社會共治局面。

李錦記主席為四川食安獻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燕飛 昆明報道）雲
南省政協會議期間，多位委員熱議「古城火
災」，並就雲南各地文物古跡保護開發提出建
議。來自大理巍山的政協委員馬克偉提交了
《關於加強對古城古鎮古村消防安全保障機制
建設的提案》。
馬克偉認為，近年來，包括雲南在內的全國多

地古城古鎮古村、古建築頻遭火災，反映出消防
安全保障機制建設不完善，人財物投入不足和投
入未形成常態化。他建議，可以通過政府購買服
務的辦法解決消防看守人員不足的現狀，整合民
兵、村民聯防的方式，並進行經常性的應急演
練，從景區景點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費用用於
消防，還可以探索收取古城古村保護費用形成消
防基金等辦法。

雲南政協委員籲加強古城消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傅龍金 福州報道）福建
省「兩會」將於今日拉開帷幕。會前高層人事變
動已顯端倪，原任福建省政協副主席、省委統戰
部長的雷春美，轉任福建省委常委、統戰部長，
至此，國內省級常委任統戰部長的人數達22人。
與此同時，陳冬辭去福建省政府副省長職務。
福建省第十一屆政協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日前

在福州召開，會議經過分組討論，通過了關於同
意雷春美不再擔任十一屆省政協副主席職務的決
定。同日舉行的福建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三
次會議，雷春美即以福建省委常委、統戰部長身
份出席，是次會議通過決定，鑒於工作崗位變
動，接受陳冬辭去福建省政府副省長職務的請
求，報省十二屆人大三次會議備案。
據悉，1959年出生的雷春美是福建福安人，

2008年任南平市委書記；2012年1月起任福建省
政協副主席、省委統戰部部長。

雷春美轉任福建省委常委

廣西冀借力港澳調產業結構
彭清華晤港澳委員盼加強旅遊合作

滬擬建成科技創新中心

投6300億元拓展西江基建
隨着珠江—西江經濟帶發展規劃上升為國家戰略，廣
西擬用3年時間投資6,300多億元，實施西江經濟帶基
礎設施建設大會戰，進一步促進兩廣經濟一體化，擴大
廣西與粵港澳的合作。
彭清華表示，西江徑流量是萊茵河的四倍，一條水道
相當於六條鐵路、七八條高速公路。目前南廣、貴廣高
鐵的開通，廣西主要城市可直達廣州，而隨着柳州至肇
慶、北海，合浦至湛江鐵路即將開工建設，「廣西將有

4條高鐵、8條高速公路直達廣東，連接港澳」。而大
藤峽水利工程的開工建設，則對保障珠三角包括澳門在
內的飲水安全及生態建設至關重要。
彭清華介紹，去年廣西整體經濟運行情況平穩，工業
生產和外貿進出口增速較快，但第三產業發展仍然較為
薄弱，希望港澳委員利用港澳優勢，加強與廣西在服務
業，特別是旅遊產業方面的合作。「廣西高鐵客流量年
增長40%，旅遊發展潛力巨大。」

港澳委員盼CEPA擴至廣西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常委、香港頌謙企業集團有限公

司董事局主席譚錦球表示，港澳政協委員對於南廣高鐵
的開通十分關注。隨着兩廣互聯互通愈加便利，兩廣經
濟一體化發展進程也不斷加快，希望CEPA能擴至廣
西，提升廣西對外開放，引進和吸收香港在服務業發展
的經驗、技術和人才，推進廣西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聞、實習記者 朱皓 南京報
道）昨日，曾經紅極一時的影星胡慧中出席了江蘇省政協十
一屆三次會議。作為三屆老委員的胡慧中在當天下午的港澳
委員分組討論會上，呼籲在場委員關注慈善，向社會上多傳
遞正能量。此外，她還帶着自己寫的新書《在人間遇見天
使》到會場讓大家免費領取，希望以此讓更多的人關注慈善
事業。
息影多年的胡慧中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裡面。但每年的江
蘇省兩會，她都積極建言獻策，提出了不少關於文化事業的
建議。自認懶人閒散的她，除了女兒，最近最上心的就是這
本書，「有一群傻瓜，真金白銀掏出來，目的是想幫助別
人。我被感動了，我覺得他們都是大天使。熱血一上來，我
想你們有這麼好的題材，為什麼不出一本書呢？」

記錄善舉 傳遞愛心
據悉，胡慧中用一年多的時間親自去採訪了40多位愛心

人士，從中挑選出12個不同階層的人作為代表記錄在書
中。她說，這本書記錄那些善心人士積功立德的故事，希望
感動、鼓勵社會上更多的朋友，升起助人的善念。「如果愛
心的故事能帶給大家的人生一點點，只需要一點點感悟，我
相信世界會開始改變。」
現在胡慧中還有一個身份就是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總理，
她現在最熱衷的就是慈善事業，「如果我還有一點剩餘的利
用價值，還有一點餘溫的話，我希望經過很多人的手，把慈
善的行為傳出去。要發揚善的能量，做的善事讓世間都知
道，讓大家把愛心傳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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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大氣污染防治條例有望3月實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張玲傑 合肥報

道）安徽省十二屆人大四次會議昨日在合肥市
開幕。根據大會議程，本次會議第七項將審議
《安徽省大氣污染防治條例（草案）》。如順
利通過，該條例有望於今年3月1日正式實
施。這是安徽省人民代表大會自2007年表決通
過《安徽省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
條例》和《安徽省預算審查監督條例》後，8
年來首次行使立法權。
本次會議，共有14個代表團、516名代表提
出86件防治大氣污染的相關議案和建議。《安
徽省大氣污染防治條例（草案）》自去年3月

開始起草，目前已經安徽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
第十六次會議原則通過。
根據該條例草案，安徽省市縣三級人民政府

應當制定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並向社會公佈。
可能發生重污染天氣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
當及時啟動應急方案，並採取相應的應對措
施，包括責令有關企業停產或限產、限制部分
機動車行駛、停止工地土石方作業和暫停幼兒
園和中小學校上課等。同時，該條例草案在法
律責任中加大了處罰力度，包括對政府有關部
門的違法行為，造成嚴重後果的，給予撤職或
者開除處分，其主要負責人應引咎辭職。

贛政協港澳委員進言江西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逍、實習記者 牛琰

江西報道）江西省委書記強衛，省長鹿心社日
前會見了出席江西省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的港
澳地區省政協委員和列席會議的特邀海外僑胞
及部分港澳台代表。
鹿心社就江西省2014年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做

了簡要介紹。來自港澳台地區的委員們紛紛進
言表示，江西省處於改革關鍵時期，以
後發展更需要走出去，委員們將借助自
身條件和資源，讓世界聽到「江西的聲
音」。
香港王氏港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王忠桐表示，經濟是每個國家的重
要環節，江西以後的發展更需要走出
去，目前，去外國投資尚屬弱勢。今
年，委員們將利用自身的資源，同政府
一起講好江西故事，讓世界聽到「江西

的聲音」，探索一條發展之路。
作為留學生代表來江西創業，至今已在此定

居10年的政協委員楊暘表示，江西省作為農業
大省，去年糧食實現了十一連豐，這一點充分
證明農業大省的無限潛力。「如果農業結合高
科技，主打有機無公害綠色主題，價格和價值
將會翻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孫冰冰、曾萍、唐琳廣西報道）昨日，廣西壯

族自治區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在南寧開幕。廣

西壯族自治區政協主席陳際瓦在工作報告中指

出，隨着珠江—西江經濟帶上升為國家戰略，

本屆政協會議也將深化桂港澳委員的交流合作

作為工作重點之一。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

彭清華等主要領導於當天下午會見了部分港澳

政協委員和海外特邀嘉賓，以期在珠江—西江

經濟帶上升為國家戰略及兩廣高鐵互通的大背

景下，深化粵港澳與廣西在第三產業的合作，

助推廣西產業結構調整。

陳際瓦：為港澳委員知情明政創造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孫冰冰、曾萍、唐琳 廣西報

道）昨日，在廣西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上，廣西壯族
自治區政協主席陳際瓦作2014年廣西政協工作報告，
報告指出，去年廣西政協認真履行職能，在推進協商
民主上積極實踐，為廣西科學發展、跨越發展作出了
重要貢獻。今年，廣西政協將圍繞中心，服務大局，
全面深化改革。此外還將加強與港澳委員聯誼、深化
交往，擴大開放合作。
去年，廣西政協聚焦改革、建言發展，圍繞改革中
的一些關鍵性問題獻計獻策。據悉，自廣西政協十一
屆二次會議以來，共提交提案598件，截至2014年12
月20日，106個承辦單位已辦覆提案580件，辦覆率
為100%，反饋滿意率為99.13%。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陳際瓦表示，下
一步廣西政協將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聚焦全面
深化改革，推進廣西法治建設，為開創廣西「雙核驅
動、三區統籌」開放發展新局面貢獻智慧和力量。
他強調，港澳委員是政協履職的重要力量，在擴大

交流、廣泛聯繫中發揮着特殊的重要作用。今年，廣
西政協將繼續加強港澳委員隊伍建設，及時通報廣西
改革發展和「十三五」規劃編制情況，為港澳委員知
情明政、履行職責創造條件。此外，還將豐富港澳委
員活動日內容，擴大同港澳社會團體和代表人士的聯
繫，舉辦港澳青少年、大學生回內地參觀活動，積極
為港澳委員在桂投資興業協調服務，鼓勵港澳在中國
─東盟自貿區升級版建設中發揮作用。

■上海市委書記韓正。 本報上海傳真

■省委領導會見贛政協港澳委員。 記者王逍 攝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昨日開幕。 本報廣西傳真

■陳際瓦作廣西政協工作報告並倡同港澳委員加強交流合
作。 本報廣西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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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慧中在
江蘇省政協
會議上講述
新書中的慈
善故事。
實習記者
朱皓 攝

列市委一號課題 二季度出總體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

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
韓正昨日在上海市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的
專題會議上表示，上海將於今年第二季度
推出建設科技創新中心城市的總體方案。
2014年5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上
海考察調研時提出了「加快向具有全球影
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進軍」的新要求。
韓正認為，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
放，正在向世界中心的舞台邁進。而上海
現應站在全球的視野來思考問題，「要參
與國際競爭，尊重科學規律，借鑒的同時

亦要符合國情市情」。他強調，經調查研
究，上海已將建設科技創新中心作為今年
市委的一號課題。為了建設具有國際影響
力的科技創新中心，上海爭取在下個季度
推出總體方案，並廣泛徵求意見，向改革
要活力，向市場要動力。

屠海鳴：着重發揮企業家主體作用
參加會議的政協委員亦紛紛提出了自

己的意見。上海市政協常委屠海鳴認
為，應着重發揮企業家的主體作用，讓
企業家在建設科技創新中心的過程中擔

任起主角。他表示，企業家因長期在市
場競爭中搏殺，具有敏銳的判斷力和強
大的資源整合能力，某種程度上，企業
家精神就是創新精神。所以，政府應積
極創造有利於創新的政策環境，吸納人
才；搭建社會創新服務體系，提供公共
服務平台等軟硬件措施，降低創新創業
成本；加大保護知識產權力度，讓國有
企業的企業家擔當創新領頭羊等，破解
初創期企業融資難題，讓科技和金融有
機結合；讓已落戶上海的近4萬家外資企
業融進上海的科創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