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馬玉潔、馬曉芳、
王頔）記者從政協北京市十二屆三次會議閉幕會上獲悉，大
會共收到提案1,157件，較去年增加32件，經提案委員會審
查後交承辦單位辦理1,054件，佔總數的87.8%的委員參與
提出提案。
北京市政協提案委員會主任董瑞龍介紹說，提案內容涉及
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包括經濟科技、城鄉建設管理、公
共事業發展、社會法制建設等。
在「堅持首都城市戰略定位加快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推進京
津冀協同發展」專題座談會上，委員們暢所欲言，提出了對
於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人才引進政策、環境治理等方面的建
議，北京市市長王安順、副市長張工分別予以積極回應。
北京市政協主席吉林表示，會議期間，除大會開幕式、大
會發言進行網絡直播外，還首次對小組會、聯組會和記者會

進行網絡直播，更好地實現了政協履職活動與網民的互動。

解決政協「自說自話」
他強調，政協機關要在用好傳統媒體的同時，充分利用網
絡互聯互通技術，搭建平台，暢通渠道，解決政協「自說自
話」、「自拉自唱」的問題，切實發揮委員在界別群眾中的
代表作用，更好地深入聯繫界別群眾，反映界別群眾的呼聲
願望。
本次大會還首次開通「政協北京市委員會移動議政平

台」，委員掃描二維碼下載手機app後，即可通過手機直接
遞交提案，並能隨時隨地查看政協動態、資料和活動通知。
委員可通過該平台一對一交流，自行組建小組，構建自己的
「委員圈」。據了解，該系統在會後將繼續運行，打造出
「永不落幕的政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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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兩會密集舉行
港澳委員獲「點讚」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郭建麗 內蒙古報道）內蒙
古自治區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近日
開幕，港澳委員對內蒙古經濟社會
發展展開積極討論。
談到港澳與內蒙古的交流合作，

港澳委員們認為「語言不通」是首
要問題。「應該帶着小孩多來內地
交流，讓小孩從小就打好普通話的
底子，方便交流。」港澳委員陳建
業說道。
委員陳健文表示，他第一次來到
呼倫貝爾草原就被深深觸動，「當
時我哭了，被大草原的氣勢給震撼
了，感覺自己完全融入了大自
然。」他表示，國外最好的草原都
比不上呼倫貝爾草原，內蒙古旅遊
業市場「錢景」廣闊，希望能扮演
好「中介」角色，讓更多投資者將
目光投向內蒙古。

安徽安徽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張玲傑、趙臣合肥報道）安徽省
政協第十一屆三次會議於近日召開，
會議報告顯示，政協安徽省十一屆二
次全會以來，共收到提案919件，審
查立案918件，所有提案均已辦覆。
同時，安徽省政協將在今年開展以
「把安徽打造成長江經濟帶重點戰略
支點」、「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等內
容為議題的多種形式協商活動，進一
步促進科學民主決策和政策措施的落
實。

政協推多形式協商

地 方 動 態

內蒙古內蒙古
委員倡內蒙古拓旅遊

2015年地方兩會進入密集期，各

地政協圍繞經濟政策、法治建設、

醫療改革、環境治理等關鍵詞參政

議政，港澳委員更是積極與會，為

當地發展集思廣益。各省市領導紛

紛對港澳委員的踴躍建言獻策稱許

「點讚」，並表示將繼續發揮港澳

委員雙重作用，深化內地各省市與

港澳的合作交流，共同繁榮發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馬曉芳綜合報道

政協北京市十二屆三次會議近日圓滿落
幕，北京市政協主席吉林在會上表示，

2014年北京市政協注重發揮港澳委員雙重作
用和港澳台僑工作顧問的特殊作用，努力打
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港澳台僑工作格局。

港澳委員建言首都發展
吉林表示，北京市政協在2014年走訪了港
澳委員和港澳台僑工作顧問在京企業，並赴
港通報首都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組織委員、
顧問參與聯合調研、立法協商、專項視察考
察等活動，同時積極支持在香港的市政協委
員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出積極貢獻。
吉林指出，2015年北京市政協要以中華文
化為紐帶，以做好青少年工作為重點，深化
京港、京澳、京台交流與合作。加強與海外
華人華僑的經常性聯繫，為促進海內外中華
兒女大團結、大聯合貢獻力量。

港澳委員去年在桂投資近20億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主席陳際瓦在廣西政
協十一屆三次會議上指出，廣西政協駐港澳
委員在擴大交流、廣泛聯繫中發揮着重要作
用，廣西政協將繼續加強港澳委員隊伍建設，

鼓勵他們在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建設中發
揮作用。
陳際瓦表示，2014年廣西政協定期舉辦港

澳委員活動日，通報廣西改革發展情況，幫
助港澳委員知情明政。支持港澳委員開展香
港廣西社團總會、澳門廣西社團聯合總會工
作，組織港澳委員開展教育扶貧、公益慈善
活動。她指出，廣西政協港澳委員2014年在
桂投資近20億元興建擴建項目，捐資1,400
多萬元助學濟困。
陳際瓦指出，2015年廣西政協將繼續開展

專題視察和文化交流，擴大同港澳社會團體和
代表人士的聯繫，支持港澳委員關心港澳青少
年工作，舉辦港澳青少年、大學生回內地參觀
活動，做好港澳委員履職聯繫點的相關工作，
積極為港澳委員在桂投資興業協調服務。

皖組織港澳委員內地考察
安徽省政協主席王明方在省政協十一屆三次

會議會議期間指出，安徽省將加強與港澳台地
區合作，深入開展人民政協對外
友好交往。
王明方指出，2015年安徽省

政協將組織港澳委員在內地開
展考察視察活動，鼓勵支持港
澳委員充分發揮在特區和內地
的雙重積極作用，拓展與港澳
有關機構、社團組織和各界人
士的交流。積極開展皖台經貿
文化活動，推進皖台交往合
作。加強同海外僑胞、歸僑僑
眷的聯繫，為他們參與和支持

安徽省現代化建設牽線搭橋，做好服務。
王明方表示，安徽省政協2014年首次邀請

台胞僑胞列席省政協全體會議，為他們深入
了解安徽提供重要渠道。

京政協首創移動議政平台

李澤楷：或將進軍
內地保險產業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頔）在剛剛結束的政協北京市十二
屆三次會議閉幕式上，北京市政協委
員、電訊盈科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主
席李澤楷（見圖）在接受本報記者專
訪時表示：「內地很多公司在保險行
業做得非常好，未來有機會一定考慮
研究。」

深謀遠慮放眼內地保險業
近來，李嘉誠撤資內地的揣測在坊
間流傳，其子李澤楷卻悄悄進軍內地
保險業。據內媒報道，早在8年前，李
澤楷掌控的盈科保險就曾想「入主」生命人壽；2013年2月，盈科拓展集
團成功完成對ING保險在香港、澳門和泰國的業務收購後，於2013年8月
正式成立富衛集團。去年底，李澤楷旗下的富衛保險宣佈在上海成立代表
處，待成立滿兩年後即可向國內監管部門申請合資壽險牌照，將正式涉足
內地保險市場。
針對富衛上海代表處的順利設立，富衛大中華區行政總裁黃大偉曾向媒
體表示，「富衛將盡快於國內開設人壽保險公司，並發展創新、多元化的
網上健康保險產品與服務，重點促進多樣化健康保險及創新養老保險等服
務之目標。同時上海代表處還將與上海自貿區進行緊密合作，共同探索香
港保險業在國內的發展機遇。」

肯定北京發展關注空氣民生
京津冀協同發展作為今年北京市兩會熱門話題，常委會報告用很大篇幅
做了闡述。在談及北京的發展時，李澤楷表示：「北京的發展一向都很
好，在民生、城市規劃等方面做得很不錯。」他並表示目前最關心的還是
空氣質量方面問題。

黔港委員：引黔雜誌派發港重點大學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徐悅貴陽報

道）貴州省委書記趙克志、省長陳敏爾、政協主席王
富玉近日會見了出席政協貴州省十一屆三次會議的港澳
政協委員，就一年來貴州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和港澳委員
助推貴州發展的工作進行交流。貴州省政協常委、香港
貴州聯誼會會長鄧小宙代表港區委員與會時表示，港區
委員都是香港貴州聯誼會的成員，一年來依托聯誼會平
台，為香港和貴州提供了許多互動機會。
「港區委員受到香港金融管理學院的邀請，為貴州
省公務員千人培訓計劃講課，跟學員們講解大數據時
代對貴州的深遠意義。」鄧小宙說，去年聯誼會還開

始與貴陽市人才服務中心合作，吸引港區人才到貴陽
發展。此外，聯誼會還在去年11月引進貴州雜誌《文
史天地》，向香港7所重點大學派發，引起青年人對
貴州風土人情、歷史文化的興趣，推動雙方文化交
流。
趙克志希望省政協港澳委員繼續在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和基本法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在進一步加強
貴州與港澳的交流合作中發揮積極作用，在進一步促
進貴州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他表示，港
澳政協委員大多有企業在貴州投產，為貴州的發展貢
獻很大。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張仕珍
西安報道）陝西省政協常委、廣東省歸國華僑聯
合會副主席羅掌權近日在政協陝西省第十一屆三
次會議上透露，他在延安新區興建的一所包括小
學至高中的華人華僑學習學校，今年將正式招生
運行。

「佔中」反映青少年缺少國家認知
羅掌權指出，近期發生在香港長達2個多月的

「佔中」事件，主要參與者為青少年學生，而
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主要是內地以外的華人華
僑，特別是青少年對新中國不了解，對國家的
政策方針不了解。
他建議在陝西率先創辦華人華僑學習基地。

「請進來」學習中華當代文化並融入傳統文化
經典教育，讓學員了解新中國的同時，學習中
國幾千年留下的文化精髓，接納民族文化中有

益的道德觀點。「走出去」時，學員們的心靈
才不被海外不健康的東西侵襲，為抵制海外邪
惡思潮打下堅實基礎。

假期接受教育 增強民族認同
羅掌權表示，延安是中國革命聖地，正在發

展紅色旅遊業，結合教育可大有作為。學校建
成後，將通過舉辦短期班，推動世界華人華
僑，特別是海外青少年利用假期到延安學習中
國當代及傳統文化和延安精神，從中汲取精
華，從而增強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提高民族自
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進一步增進彼此溝通
了解，團結華人華僑，發展友好關係。

籲全國推廣 促對外合作
羅掌權提議通過陝西省政協向中央政府建議

在全國範圍內創建華人華僑學習基地，從而全

面推動對海外
人士教育的科
學發展，促進
對外合作，構
建國際文化交
流 的 重 要 平
台，充分發揮
教育在實施公
共外交中的基
礎 性 、 戰 略
性、全局性作
用。
他並希望能

建立多渠道的經費投入機制，將海外華人華僑
教育費用列入財政預算，按照「財政撥一點、
社會籌一點」的辦法建立多渠道投入的經費保
障機制。

陝華人華僑學習基地今年招生

■■政協北京市十政協北京市十
二屆三次會議閉二屆三次會議閉
幕會現場幕會現場。。

馬玉潔馬玉潔攝攝

■■北京市政協港澳委員在會場舉手表決北京市政協港澳委員在會場舉手表決。。 王頔王頔攝攝

■■吉林吉林（（前排右二前排右二））在在會場視察新媒體會場視察新媒體。。 馬曉芳馬曉芳 攝攝

■陝西省政協常委羅掌權。
記者張仕珍攝

■會議開幕現場。 記者趙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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