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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委員籲湘立法 保護投資者
提升臨港產業 促湘港澳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山東省
長郭樹清在山東省兩會期間參加醫療衛生界委員座
談時表示，目前該省部分地區出生人口性別比嚴重
失衡。他表示一些人用B超機器鑒定胎兒性別，對
此應加強監管力度。
去年底，山東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發佈的數

據顯示，2013年山東省出生人口性別比例降至
116.6。針對當地居民重男輕女的現象，有人專門購
買B超機器在農村鑒定胎兒性別，有些家長發現是
女孩，會立刻「打掉」。
「這種現象主要發生在山東濟寧、棗莊、聊城地

區。」山東省政協委員、山東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
生殖與遺傳中心主任連方表示，造成當地居民「重
男輕女」的原因，除了傳宗接代，主要是為了「養
兒防老」。她建議適當放開「一對夫妻一對孩」，
至少減少第一胎的性別選擇，同時健全養老服務體
系，提高女性的生產待遇，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
讓居民不再為生女兒擔憂。

山東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

速遞兩兩會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胡若璋 廣州報道）
針對山東兩會期間報告提出的對40件涉嫌抄襲的提
案予以撤案並對提案者進行約談等情況，廣州市政
協有關負責人於廣州市政協會議召開前夕回應，將
嚴格核查篩選委員提案，如發現抄襲情況，會進行
批評教育。
昨日，在廣州市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新聞發佈會

上，廣州市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劉小鋼通報了廣
州市政協提案工作情況，並對廣州市提案是否存在
抄襲情況作出了回應。劉小鋼說，廣州市政協提案
委在收到各委員的提案後都會進行認真審閱，並對
比篩選出近似提案，一旦發現存在抄襲情況，會對
委員進行批評教育。他還表示，今後在委員培訓
時，會加強委員自主提案能力。
廣州市政協副秘書長王志雄表示，由於各地發展

程度不一樣，有時會出現委員借鑒其他城市成功提
案的情況，也屬情有可原。如杭州的自行車慢行系
統很成功，如果廣州的委員在提案中提出效仿自行
車系統，這種借鑒就不屬於抄襲。
目前，廣州市政協已收到十二屆四次會議提案

276件。

穗嚴查委員提案抄襲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孫冰冰、唐琳 廣西報道）
昨日，港澳政協委員及台聯、僑聯、特邀貴賓組就
廣西政府工作報告召開聯組討論會，22名港澳委員
就桂經濟社會發展建言獻策。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
副書記危朝安表示，對於港澳委員及各特邀人士建
議廣西各級政府將積極採納並改正。
香港向榮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連廣成表示，現在

廣西具有東盟、北部灣等許多優惠的政策，而隨着
南廣、貴廣高鐵的開通，港人來內地投資越來越便
利，希望廣西政府可以加大優惠政策宣傳力度，擴
寬引資渠道，讓許多想過來的港商跑進來。此外，
他也表示會藉着兩會的機會尋找到廣西投資的渠
道，廣西在對東盟貿易上有很大的優勢，做東盟貿
易是他最大的期望。
澳門健康促進協進會會長龍鳳軍表示，針對澳門

勞動力需求量大這一現象，廣西與澳門將成立桂澳
勞務公司，申請已提交國家商務部與港澳辦，目前
正在審批階段。他表示希望加強桂澳勞務合作，將
有利於桂澳兩地人才交流與資源互補，經濟發展實
現雙贏。

港澳委員倡桂拓寬引資渠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聞 南京報道）江蘇省
「兩會」正在南京舉行，徐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劉忠
達在代表團全體會後表示，對於近日有媒體曝出徐州
人大代表北京私挖18米地下室致道路塌陷的消息，他
也是剛剛知道，具體情況要等調查結果出來。
24日，北京西城區德勝門內大街一處民宅因房主

偷挖地下室發生坍塌，導致路陷屋塌。經3天搶
修，大坑已基本回填，施工佔用半條非機動車道，
甩站公交車暫未恢復。據了解，93號院業主叫李寶
俊，曾在去年因違規施工被處罰。此次挖地下室沒
有相關手續，屬於違規施工。北京市規劃委也作出
回應稱，曾向業主發放工程規劃許可證，但範圍只
包括四合院翻建，不包括開挖地下室，業主挖洞屬
違規操作。
據悉，李寶俊係徐州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海

熒集團董事長。昨日，江蘇省第十二屆人大第三次
會議召開代表團會議，在徐州代表團審議會後，徐
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劉忠達表示，具體情況現在還
不太了解，要等調查結果出來。

徐州人大主任稱不了解代表僭建

多名港澳委員反映，目前港澳企業依然面臨政策朝令夕
改、合同不兌現等問題。「看得見、看不見的政府干

擾依然存在。」亞太(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伏初
委員直言，營造良好的企業發展環境，政府責無旁貸。
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郭振華委員建議湖南效仿江蘇，盡

快出台有關保護和促進香港澳門同胞投資的條例，用法律
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倡設外國領館利發展
「省政協去年調研建議在長沙設立外國領事館，這很有

必要。」香港瀚德集團董事長鍾瀚德委員表示，湖南近年
吸引了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大批外商前來考察，設立外國
領事館有利於引進外資，推進湖南經濟發展。香港有諸多
國際大機構和領事館，可以提供這方面的經驗幫助。
目前湖南省已在11個縣市區開展「飛地經濟」試點，但

其中未有涉及臨港產業。世界商人之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張佐嬌委員建議，借助岳陽通江達海資源，將臨港
產業新區列入「飛地經濟」試點範圍。科學設定「飛入

地」和「飛出方」收入比例，建立區域生態環境保護補償
機制，加強長江流域岳陽段防護林和區域生態文明建設。

籲扶持現代服務平台建設
香港（益源）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孫易兵委員關注現代

服務平台的建設，建議盡快成立湖南現代服務業聯合會，
加大對現代服務平台的政策扶持。
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委員表示，澳門十分重視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但缺少文化創意的人才和經驗，希望
能促成澳門和湖南在文創方面的合作。
湖南省政協主席陳求發，省委常委、省委統戰部部長李

微微，副省長何報翔等出席本次會議。「老朋友相見格外
親切，大家把港澳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湖南改革發展實際結
合得很好。」陳求發表示，會將建議歸納總結後交給各個
行事機構，更好地促進湘港澳的發展合作交流。而針對委
員們提及的改善營商環境，他表示，「遇到一些辦事效率
低下、吃拿卡要的，可以直截了當、點名的給我寫信，我
們也抓點典型。」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董曉楠、易新 湖

南報道）湖南省政協

港澳委員座談會日前

在湘舉行。46名港澳

委員就改善營商環

境、立法保護投資者

合法權益、借「飛地

經濟」提升臨港產業

等問題建言獻策，望

更好地促進湘港澳的

發展合作交流。

港澳委員建言雲南建綠色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婷 昆明報道）在政協雲南

省十一屆三次會議上，生態保護成為委員們關注和熱
議的焦點。雲南已成為香港最重要的蔬菜基地和鮮花
基地，對於港澳委員而言，生態保護不僅決定雲南的
優美環境，更關係港人餐桌上的健康和安全。對此，
不少港澳委員積極建言。其中，港區政協委員、百成
堂集團主席李應生建議設立綠色基地。
他說：「在雲南省設立高原綠色基地，用以開展

中藏藥的人工繁育和規範性種植研究，能有效地保
護中藏藥材的野生資源，保持中藏藥的持續發展、
生態環境的保護及合理開發利用，使國家珍貴藥材
種源得以保留，且能與大自然和諧共生，野生藥材
資源將隨着人類的發展而持續發展，造成可持續利
用的優良環境。」
李應生表示，為了使青藏高原地區的藥材資源能
夠持續和充分的應用，可計劃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
和先進的技術操作方法，從種苗繁育技術研究和品種

栽培技術研究等主要方面入手，並加快地方農、林產
業特色植物的繁殖基地建設。在雲南省構建一個集藥
材生產、採集、開發利用、銷售和環保於一體的優良
生態產業鏈，為當地居民帶來廣大的就業機會和經濟
收入，不僅還原生態面貌，還可提高農民經濟水平，
達到多贏的局面。

郭志英：習主席情繫家鄉 寄予厚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曉芳 西安報道）「習近
平總書記對家鄉感情深厚，寄予厚望」，陝西富平
縣委書記郭志英近日在陝西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
會第三次會議上，回憶不久前在北京與習近平當面

交流情況時說，習總書記動情地回憶了五次回富平
的情形。
12日上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同中央黨校第一
期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進行座談。會上，郭志英和來
自浙江、吉林、福建、西藏等地的縣（區）委書記作
了專題發言。
郭志英談到富平縣的「兩河一街」建設時，總書
記關心地問：「石川河還有水嗎？」郭志英說，由
於上游水庫的原因，石川河已經變成了季節河。現
在，溫泉河濕地公園已經建成開放，頻陽大街升級
改造也全面完工，石川河治理已現雛形，要不了多
久就可以蓄水成湖。談及教育問題，郭志英表示，
富平中學、富閩友誼小學正在加快建設，將於今年9
月投入使用。

在郭志英介紹完富平的情況後，總書記深情地回憶
了他曾五次到富平的情景，記憶深刻，情節感人。第
一次是文革期間，他在延安插隊結束後，從延安回北
京時，在富平親戚家暫住一段時期，說到姑姑每天擠
山羊奶給他吃，「家鄉的山羊奶吃了身體好」。如
今，富平縣已經發展成為全國養殖規模最大、品質最
優的關中奶山羊繁育基地。
座談的最後，習近平總書記語重心長地囑咐道：

「我們都是為黨工作的，希望你們把家鄉的事情辦
好。」郭志英認為，總書記說的家鄉不僅是富平，更
是渭南，陝西。對富平的殷切希望就是對陝西的希
望。作為總書記的家鄉，更應建設好，發展好。按照
「突出新型工業化，協調推進城鎮化，農業現代化」
的思路，老區人民群眾一定能過上幸福安康的好日
子，不辜負總書記對家鄉的厚愛和殷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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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在上
海兩會上，自貿區的建設無疑是重中之重。上
海市常務副市長屠光紹於港澳委員座談會上表
示，依托自由貿易賬戶功能的擴張，人民幣資
本項目可兌換有望今年在自貿區內得到突破，
而保險交易所亦已取得實質性進展，將轉入實
質籌建階段。
屠光紹表示，之前自由貿易賬戶主要以本幣
為主，隨着不斷的探索、研究，自由貿易賬戶
的範圍或會從本幣擴大至外幣，其涵蓋內容亦
會有進一步擴展。上海財經大學自由貿易區研
究院院長趙曉雷表示，擴展的內容很有可能是
「本外幣合一」以及「設置個人資本賬戶」。
趙曉雷介紹，自由貿易賬戶體系，實際是按
跨境流動資金來監管，原則上被看成「境外資
金」，賬戶體系中跨境流動相對自由。目前，
自由貿易賬戶中包含兩大項目，一是經常項下
的跨境資金流動，另一個則是直接投資。「想
要在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方面有所突破，亦
先通過自由貿易賬戶來實驗」。
關於如何取得突破，趙曉雷認為「很有可能
是設置個人資本賬戶」。在設置個人資本賬戶
後，通過自由貿易賬戶來進行資金流動，而自
由貿易賬戶的功能亦由二變三，資本項下亦可
以跨境流動。他認為，在上海自貿區擴容後，
人口密度加大，自由貿易賬戶開戶數成倍增
加，「在這樣的狀態下，開通個人資本賬戶是
非常有價值的，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相信未
來還將開設企業資本賬戶。」
對於保險交易所的建設，趙曉雷認為，無論
是保險交易所還是原油期貨，都是為了構建一
個國際的金融交易平台，雖然品種或不相同，
但都是「為境外人民幣的回流設置一個通
道。」
他強調，無論是在香港、倫敦或是新加坡，
離岸市場的人民幣如果無法回流，將有礙於人
民幣的國際化。在資本項目沒有完全可兌換的
情況下，打造這樣的金融交易平台，有助於人
民幣回流，讓境外投資者投資。

閩台港澳深化合作 金融先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福州報道）福建省
長蘇樹林昨日在福建省十二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作
《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提到，閩港澳台四地「雙
延伸」政策將於金融業展開先行先試，今年福建計
劃推動閩港、閩台合資全牌照證券公司，及兩岸合

資股權投資基金設立。
據悉，本月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訪

閩期間，簽訂下閩港經貿及金融合作協議，內容首
次提及雙方將支持閩港合資全牌照證券公司及香港
銀行業登陸福建平潭等利好。
蘇樹林在報告中指出，福建今年將突出自貿區對

台特色，推動兩岸貨物服務和各類要素自由流動並
提高閩港、閩澳聯合招商、開拓市場和服務業的成
效。爭取將粵港粵澳合作先行先試政策延伸到福
建，閩台合作先行先試政策延伸到港澳，推動兩岸
四地更緊密交流合作。
據悉，自去年，閩港澳台四地經貿及金融合作日趨
熱絡。福建省發改委統計顯示，去年閩港澳貿易額約
104.5億美元，實際利用港澳資金45.6億美元，增長
8.3%。同時，閩台貿易額亦超過124.4億美元，實際
利用台資11.9億美元，同比增長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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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華呼籲立法保障港澳投資者權益。
記者易新 攝

■雲南省政
協香港委員
李應生。

記者
倪婷 攝

������

■■湖南省政協港澳委員座談會部分參會委員湖南省政協港澳委員座談會部分參會委員。。記者易新記者易新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路艷寧貴陽報道）貴州省
省長陳敏爾日前在貴州省十二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作
《政府工作報告》時稱，今年貴州要圍繞建設生態
文明先行示範區，着力加強環境治理和生態建設，
把「多彩貴州拒絕污染」記在心頭。
陳敏爾表示，去年，貴州力推生態文明建設體制

機制改革先行先試。在全國率先開展自然資源資產
責任審計和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國家級循環經濟試
點達到15個。建立5,000畝以上壩區耕地保護機
制，健全生態環境保護執法司法機構。
他說，今年貴州將啟動清水江等流域生態文明制

度改革，實施8大流域環境保護河長制。擴大自然
資源資產責任審計試點，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
表。完成生態保護紅線劃定工作。實行企事業單位
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擴大環境污染第三方治
理試點，推廣排污權交易。出台林業生態紅線保護
和環境污染防治問責辦法。要做到「拒絕污染」，
在「治、建、管」三方面下大力氣。

陳敏爾：多彩貴州拒絕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