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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委員踴躍建言
發揮雙重積極作用

全國兩會

期間，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圍繞制定「十三五」

規劃、如何發揮「雙重積極作用」

等方面積極發聲，建言獻策。他們

紛紛指出，港澳委員要身體力行，

通過學習、討論、宣傳等多種方式

履行職責，依法保障「一國兩制」

的實踐，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何凡兩會報道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
專刊訊（記者 馬曉芳）全
國政協委員、錦繡控股集
團董事局主席管飛（見
圖）近日向記者表示，隨
着中國火災防控壓力不斷
加大，公安現役消防警力
不足的矛盾日益凸顯，急
需實行專勤結合的消防格
局，大力發展志願消防隊
伍。
管飛指出，大力發展志

願消防隊伍，是廣大農村
鄉鎮群眾最直接的民生和
安全保障需求，是構建覆
蓋城鄉的滅火救援體系的
迫切要求。志願消防隊是
以志願人員為主，自願、
無償從事滅火救援和群眾
性自防自救工作的志願服
務組織，具有鮮明的社會
公益屬性。
他表示，志願消防隊是
很多國家重要的消防力
量，受到政府重點支持和
政策保障，加入志願消防
隊也為公眾服務社會、提
高自身素質提供了機會和
平台。國際志願消防隊伍
發展呈現法治化、規範
化、常態化趨勢，多數國
家規定，志願消防隊員在
服務期間如發生傷亡，按
照公務員的待遇予以撫

恤，「截至2013年底，美國114萬
消防員中69%是志願者。」
他建議，針對中國農村鄉鎮沒有

專職消防力量，不少西部縣以農民
群眾自救為主的現狀，應將志願消
防隊伍納入「十三五」消防事業發
展規劃。
「將志願消防隊納入農村基層綜

合公共服務平台，財政部門要設立
支持志願消防事業發展的專項經
費，公安部門應加強對志願消防隊
伍的管理和業務指導，推廣雲南麗
江古城志願消防隊伍建設的經
驗。」他呼籲成立中國志願消防促
進會，發動全社會力量參與中國志
願消防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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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
誼會主席陳清霞表示，應把圍繞制定

「十三五」規劃作為履職重點。「作為政協
委員，我們要多與國家有關部門進行溝通，
並增進與內地的交流合作，提出有針對性的
意見。」

把握好「十三五」規劃的契機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遵義認為，
香港要注意民生問題。香港的人均年收入早
已達到小康社會的標準，接下來要進一步減
少貧富差距，讓大家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他建議做好中長期規劃，把握好國家制定
「十三五」規劃的契機。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港區
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譚錦球指出，常委
會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了港澳委員發揮「雙
重積極作用」的有效方式。他認為，香港委
員在支持祖國發展上，除了建言獻策，還可
將香港在金融、管理、第三產業等方面優
勢，借鑒到內地。另外，建議相關部門做好
委員履職情況的統計，實施考核，讓各級港
區委員更好的履行職責，發揮作用。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鄧日燊希望全國政協有

關部門，更多邀請港澳委員參加雙周協商座
談會，並在會議議題中增加有關依法保障
「一國兩制」實踐，保持港澳長期穩定和推
進祖國和平統一的內容。

廣泛凝聚力量推動香港政改
談到推進香港政改順利進行，全國政協常

委吳光正指出，去年我們在解決「佔中」活
動中取得了四個勝利：一是香港的言論自由
讓全世界都看到；二是特區政府是用法治解

決「佔中」的；三是海外顏色革命與香港的
結局是不一樣的；四是香港市民認識到「佔
中」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他表示，輿論是最重要的工具。要充分利
用「四個勝利」作為爭取政改順利的重要工
具。要讓香港市民認識到反對派提出的建議
是不符合香港基本法的，是不能實現的。
吳光正說，香港委員要堅信在中央政府的

領導下，香港特區政府完全有能力治理好香
港。「西方選舉制度不能套用到香港，五星

紅旗永遠會飄揚在香港。」
全國政協社會及法制委員會副主任、民建
聯主席譚耀宗亦指出，今年是香港基本法實
施25周年，建議以此為契機，在香港開展專
題討論，加強對基本法的宣傳，相信對政改
的順利推進會有幫助。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孫少文表示，青少年是香

港的希望，香港中小學和大學課程應增加歷史
文化內容，增強國家認同感和民族認知度。這
對促進香港與內地溝通融合有重要意義。

蔡國雄倡與鄰國電網聯網納入「一帶一路」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馬曉

芳、何凡）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
蔡國雄在兩會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建議
將同鄰國電網聯網規劃與建設納入「一帶一
路」戰略。
他指出，中國資源緊缺且面臨能源清潔低碳

發展的巨大壓力，「一帶一路」周邊國家能源
資源豐富。利用特高壓技術實現與周邊國家電
網互聯互通，實現與周邊國家合作共贏具有重
大意義。

周邊國家與中國互補性強
「中國與周邊國家電網互聯互通潛力巨

大。」他表示，一方面，中國可以為周邊國家
提供廣闊的電力市場。另一方面，周邊國家煤
炭、水力和風能、太陽能等一次能源十分豐
富，開發價值高，與中國互補性很強。

「俄羅斯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蒙古、中亞
五國具有豐富的水能、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
能源資源，以及油氣、煤炭等化石能源資源。
俄羅斯和蒙古風電年利用小時數可達3,000小
時，中亞五國每年日照時間約2,200-3,200小
時，開發潛力巨大。」
他指出，俄羅斯已將發展遠東、西伯利亞作
為重要戰略，積極推動電源基地開發及歐亞電
網一體化研究；蒙古、中亞各國的中長期規劃
中均提出要實現工業強國夢，實現能源產業升
級，亟需國外資金和技術支持，對外電力合作
意願迫切。

特高壓技術成熟為電網互聯打基礎
特高壓是世界最先進的輸電技術，輸電距離

可達到2,000-5,000公里，能夠實現能源資源大
範圍優化配置。他強調：「中國特高壓發展世

界領先，已建成3個特高壓交流工程和6個特高
壓直流工程」。
他表示，國家電網公司正全面推進納入國家

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四交四直」特高壓
工程和酒泉—湖南特高壓直流工程。加快建
設全國統一電力市場，形成西電東送、北電南
供、水火互濟、風光互補的能源配置新格局，
促進解決清潔能源發展和東中部地區霧霾問
題。
他建議絲綢之路經濟帶輸電走廊建設從中亞

到中國負荷中心的輸電通道，開發大型能源基
地，並建設俄羅斯和蒙古向中國輸電通道。他
希望由政府主導協調推進與「一帶一路」周邊
國家電網的統一規劃，抓緊開展與俄羅斯、蒙
古、中亞地區的電網互聯互通工程，加快推進
有關特高壓工程的規劃、前期和建設工作，有
力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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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馬曉
芳）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冠城（集團）有
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韓國龍在全國兩會期
間指出，國家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離不開兩岸的交流與合作，福建自貿區是
重振海上絲綢之路的動力引擎。
他指出，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把「一帶一

路」建設與區域開發開放結合起來， 推動
沿線國家和人民共同參與海上絲綢之路建
設，這不是中國的 「獨奏曲」，是互聯互
通共享發展的「交響樂」。
韓國龍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參加民
革、台盟、台聯委員聯組會時提到 「決定
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祖國大陸發展
進步」， 福建與台灣一衣帶水，是海上絲
綢之路的發祥地和重要起點，是連接台灣
海峽東西岸的重要通道，也是太平洋西岸

航線南北通衢的必經之地。在國家 「一帶
一路」戰略規劃中，福建完全有條件成為
對台經貿合作、對外互聯互通的重要樞
紐。
他建議加快福建自貿區開放開發步伐，

中央應給予「自由行/自由島」的兩岸特殊
政策，歡迎眾多台灣同胞到大陸來，也希
望台灣當局也能夠讓大陸同胞更多到台灣
去，開放綜合旅遊、加快人才引進，加強
文化認同和區域交流合作。

重視沿線國家華裔新生代教育
韓國龍提出，要充分借助海外華僑華人

的人脈、資本等優勢，傳播鄉音，講好福
建故事。推廣包括 「永定土樓」等世界文
化遺產的宣傳，以文化先行、經貿為輔，
着力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先行先試的
自貿區。「全球有1,580多萬閩籍華僑華
人，在東南亞地區大多數以經商為主，爭
取邀請他們來閩投資，力爭建成中國深度
融入世界經濟的重要城市和經貿口岸。」
「要做好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華裔新

生代的教育工作，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
民族的希望，要特別重視兩岸青少年之間
的文化交往，要尊重歷史，重視現實。」
他表示，要通過血濃於水的同胞情誼，讓
他們感受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強中華
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增進他們對故鄉
的情感認同，進而增加對「一帶一路」戰
略行動的支持。

呂耀東：政府應在「一帶一路」
所涉國家設貿易對接部門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馬
曉芳）全國兩會接近尾聲，但「一帶一路」
戰略作為兩會熱門話題依然風頭不減，並成
為眾多港澳委員關注焦點。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嘉華集團副主席呂耀東表示，自己
今年的提案之一，就是建議政府在「一帶一
路」涉及的國家大使館設立對接部門，為到
當地投資的中國企業排憂解難。
他表示，「一帶一路」包括了60多個國

家和地區，四十四億人口，其中包括很多香
港過去沒有太多注意的國家，「香港以前對
泛太平洋地區關注較多，大多到日本、美
國、歐美等發展，『一帶一路』的國家比如
歐亞的國家、非洲的國家接觸不多，應該是
很大的契機」。
他在提案中建議國內貿易部門提供更多關於這些國家的資料，在當地大

使館成立貿易部門，解決中國投資者的困難。「我們在當地沒有人認識，
又不懂當地情況，沒有人可以相信，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當地大使館設立
的這樣一個貿易部門。」
他亦強調，當今香港出現了很多特殊的情況，「部分傳媒斷章取義，講
得不清不楚，使好多香港市民把事實看歪了」。
他表示，作為港區委員，應該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公信力，把自己看清楚

的事實多跟市民講，「希望對他們能有啟發，希望他們想清楚，把是非分得
清清楚楚」。未來政改，關乎香港長遠前景，希望通過委員把政改好處對市
民講清楚，爭取更多的民意支持，促進政改順利進行。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
蔡國雄。 馬曉芳攝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北京飯店金色大廳看望全國政協港澳委員，並出席聯組會議。 中新社

■韓國龍在兩會會場。 本報北京傳真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
嘉華集團副主席呂耀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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