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何
凡）近日，國家發改委官網公佈「十三五」
規劃專家委員會名單。這一獻策「十三五」
規劃編制的智囊團由55人組成，中央財經
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王春正出任委員
會主席，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林毅夫
任副主席。另外53名人士是涵蓋經濟、科
技、法律、城市建設、軍事科學等各領域的
內地頂尖學者，有多名全國政協委員入圍。

在專家團中，從事宏觀經濟研究的人士佔
比近1/3，入圍者在金融、財稅、產經、人
口與勞動經濟、區域經濟等領域各有所長。
既包括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
俊、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北京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院原院長周其仁、國民經濟研究所
所長樊綱等知名學者，亦有多人為全國政協
委員，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國務院
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清華大學經濟

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
所原所長賈康、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
院院長遲福林、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
長白重恩等均在列。
專家團亦納入多名企業家，包括中糧集團董事

長寧高寧、中國銀行董事長田國立、格力集團董
事長董明珠、比亞迪公司董事長王傳福等。而軍
事科學院作戰理論和條令研究部部長、少將張世
平成為唯一入圍的軍事領域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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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紅：民革黨員應「懂政協、會協商、善議政」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馬玉潔）民革北京東城區委
學習兩會精神報告會近日在京召
開，全國政協委員、民革北京市委
副主委王紅在會上介紹說，習近平
總書記在看望參加聯組討論的委員
時提出，委員應「勇於擔當責任、
着力提高能力素質、保持良好形
象、增強委員意識，懂政協、會協
商、善議政」，全體黨員應向這一
標準看齊。
全國政協委員、民革東城區委副

主委岳秉飛在會上作了「沒有全民
健康就沒有全民小康」的報告，民
革黨員、香港《文匯報》華北新聞
中心副總編輯凱雷與參會人員交流
了兩會見聞，介紹了民主黨派關於
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活動重要提
案的報道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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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震霆回憶說：「我父親霍英東在世時
常說『體育就是愛國』。我作為香港

奧委會會長，一個切身的感受是體育的效
果不局限於強身健體，超過體育本身，代
表了整個國家的力量！1984年我們國家拿
到第一個奧運金牌時，大家就很激動，而
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我們的開幕式場
面那麼盛大，影響那麼廣，全世界都矚
目！整個奧運期間，所有賽事進行得有條
不紊，代表了國力和國家的組織能力。香
港年輕人看了之後都說『China，Cool』！
另外，香港有很多運動員，比如自行車運
動員等等，都是到內地培訓的。」

「體育是很重要的外交」
他說，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讓整
個國際社會看到中國的國力和中國人的智

慧，全世界的人都願意和中國人交朋友。
可以說體育是很重要的外交。同時，體育
是講求平等精神和規則意識的，這一點也
非常適用於市場經濟建設。
為2008年京奧成功舉辦作出卓越貢獻

的霍震霆，目前致力於促進內地和香港體
育賽事交流等活動。他相信「一帶一路」
規劃會加深內地和香港之間經濟的融合，
為香港經濟帶來更多機遇與實惠。同時，
這一國家戰略實施後，中國與沿線國家和
地區的體育賽事交流也將更加頻繁。霍震
霆表示，將繼續積極投身此方面工作，從
而促進內地和香港在文化、體育方面的交
流。
而談到香港近來發生的「反水客」等

事件，霍震霆認為，事情的發生是極少數
人利用香港部分市民對國家、對事實真相

缺乏足夠了解，把個別小事上升到兩地矛
盾，應把它放到其本來的層面去看待。只
要內地和香港相互之間都敞開胸懷，做全
面細緻的基礎工作，問題便會迎刃而解。

籲「老字號」走向國際
霍震霆還指出，在人們追求品牌的大潮

下，中國的傳統文化十分零散，品牌在國際
上的影響力有限，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自
身的競爭力。「很多國外品牌都強調歷史，
國家有那麼多老字號，卻沒有在國際上打出
自己的品牌，這是非常可惜的。」他認為，
要把中華五千年的優秀文化好好包裝起來、
推廣出去，讓外國人充分感受中華文明的博
大精深。其中，中國老字號作為傳統文化的
代表，應形成品牌影響力，提高國際競爭
力，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路艷寧 貴陽報道）在日前
舉辦的第三屆「中國美麗鄉村‧萬
峰林峰會」上，民盟中央向黔西南
州捐贈2,684萬元人民幣資金和醫
療設備，助力當地衛生事業發展。
民盟中央副主席龍莊偉表示，民

盟作為「星火計劃」聯合推動組和
扶持黔西南州經濟社會發展的部門
之一，將充分發揮人才優勢，在教
育、衛生、人員培訓等方面，給予
黔西南最大的幫助和支持。黔西南
州副州長黃曼希望受捐的醫療機構
抓緊學習操作技能，規範設備操作
維護，讓人民群眾充分享受到「微
天使工程」、「天行健公益性」活
動帶來的高效診療健康服務。

民盟中央2600餘萬助力黔衛生事業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馬曉芳）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光彩
明天兒童眼科醫院董事長馮丹藜近日
表示，應取消醫生不能跨省、自治
區、直轄市多點執業，讓臨床經驗豐

富的執業醫師在工作之餘兼職坐診基層、邊遠
地區，藉此有效地分流病源，一定程度上緩解
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
馮丹藜指出，新近出台的國家衛計委等五部

委聯合印發的《關於推進和規範醫師多點執業
的若干意見》中，雖提出鼓勵醫師到醫療資源
稀缺地區和其他有需求的醫療機構多點執業，
可並未明確如何引導。

「多點執業」即「自由執業」
「『多點執業』的根本其實就是『自由執

業』。」她表示，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
醫師是自由執業，「在國外，醫生不屬於任何
單位，只要持有執業醫師資格證，就可以自由
選擇執業地點，但在內地，執業醫師必定供職
於某家醫院。」醫師作為一種衛生醫療資源不
應僅是某一個醫院的專屬，任何一名醫學生和
醫生的培養，都是國家和社會共同承擔的，醫
生最終的社會職責就是為病人服務。

她強調，應實現醫師的社會化，逐步改變醫師
與醫院的依附關係，讓醫師擺脫「醫院固定資
產」的身份，回歸「自由執業」的本性。她指
出，有很多受病人歡迎的醫師願意不辭勞苦、不
計報酬地去一些邊遠地區行醫，然而卻因為政策
所限不能成行，非常遺憾。

籲出台明確細則保障各方利益
馮丹藜表示，《關於推進和規範醫師多點

執業的若干意見》雖已公佈，但關於「醫師
多點執業」的爭論和障礙仍然很大，由於文
件對於一些問題沒有明確引導，導致很多符
合條件的醫師不能順利多點執業。
她指出，政府應針對醫師「多點執業」政

策，出台更富操作性、針對性，更明確、具體
的細則，方能保障醫院、醫師和患者三方的利
益，「細則出台才能落實，沒有細則就很難落
地。」她表示，還應加強衛生行政部門對多點
執業的監管，使醫師多點執業工作順利進行。

馮丹藜：醫師「多點執業」應有明確引導

■■馮丹藜馮丹藜 記者馬曉芳記者馬曉芳攝攝

香港文匯報‧人
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何凡）據中國人
民政治協商會議全
國委員會網站消
息，全國政協機關
黨組中心組近日舉
行2015年度第一次
集體學習。全國政
協副主席兼秘書
長、機關黨組書記
張慶黎主持並講
話，這是張慶黎首
次以全國政協機關
黨組書記身份在媒
體上亮相。另有公
開資料顯示，全國
政協常務副秘書長
孫懷山任全國政協
機關黨組副書記。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馬
曉芳綜合報道）全國政協副主席、民建中
央常務副主席馬培華近日帶領「推進京津冀
協同發展中的大氣污染防治」專題調研組在
天津調研時指出，天津建設的網格化管理模
式很有特色，要在控煤、提高清潔煤利用同
時，深入解析、統籌謀劃、突出重點，加大
對PM2.5治理力度。
馬培華在津調研時說：「經濟發展的同
時，人民生活也要搞好。國家對京津冀大氣
污染治理工作高度重視，全國政協將其作為
重點調研課題。」他指出，要做好控制汽車
尾氣工作，制訂更加精準措施，加大揚塵治
理，保持全力推進清潔煤利用、清潔煤發電
方向，加大農村郊區散煤燃燒治理和清潔能
源利用，加大港口城市公共機械電氣化和清
潔能源使用量。

他指出，防治大氣污染的思路措施都很好，
關鍵是抓落實。重在落實，貴在堅持。要注重
科學治理，找準成因源頭，科學系統分析，摸
清家底，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打擊違法排污行
為，加大工業污染源治理。他強調，防治大氣
污染是全社會共同關心的問題，要做好宣傳，
吸引社會資本投入這個事業，在全社會共同努
力下一定能見到更多藍天白雲。

民建中央提案連續兩年聚焦大氣污染
今年全國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中明確指

出，要加強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大氣污染防
治、推進長江經濟帶發展中的濕地保護、加
強黑土地保護、資源枯竭城市轉型等重要課
題的調研。
民建中央對大氣污染問題亦十分關注，繼

去年兩會提交「關於建立京津冀協作聯動機

制，強力推進京津冀大氣污染治理」提案
後，今年又向全國兩會提交了「關於京津冀
聯防聯治破解大氣污染難題」的提案。民建
中央建議，編制京津冀區域性生態環境規
劃、全方位提升能源輸配能力、提升京津冀
地區油品質量、加大政府投入和支持力度等
措施。
今年一月，馬培華就率民建中央調研組
赴河北調研大氣污染。他在調研時指出，
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要求加大力度做好
大氣污染防治工作，讓百姓呼吸上新鮮的
空氣，這對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
意義。他建議國家進一步加大對河北大氣
污染治理的支持力度，把一些新興產業和
成長性好的產業，更多佈局在河北，減少
河北在化解產能、結構調整等方面的壓
力，從而推進京津冀大氣污染防治工作。■馬培華在天津調研（左三）。 本報北京傳真

馬培華：防治大氣污染重在落實貴在堅持

對於北京和河北張家口申辦2022年冬奧會，全國政協

委員、國際奧委會委員、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委會會長

霍震霆日前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申辦、舉辦冬奧會的過

程，是凝聚民族力量的良好契機。體育對一個人的成長是

很有益處的，不僅鍛煉身體，且對意志品質、團隊意識等

都是一種培養。他對北京能否申辦成功持樂觀態度，並稱

「我這票一定投給北京」。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何凡

霍
震
霆
「「我這票一定投給北京我這票一定投給北京」」：

■■20082008年奧運會火炬在香港傳年奧運會火炬在香港傳
遞時遞時，，霍震霆是火炬手之一霍震霆是火炬手之一。。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河北省張家口市崇禮滑雪場巨河北省張家口市崇禮滑雪場巨
幅申奧旗幟幅申奧旗幟，，為申辦為申辦20222022冬奧冬奧
會造勢會造勢。。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林毅夫 本報北京傳真

張
慶
黎
兼
任
全
國
政
協
機
關
黨
組
書
記

「十三五」規劃編制 林毅夫等入圍專家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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