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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貴州
推動民族文博會優化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馬曉芳 綜合報道）貴州省
近日召開第一屆國際民族民間工藝
品文化產品博覽會動員大會。省政
協主席王富玉指出，貴州民族文化
烙印清晰，地域特色濃厚，是民族
民間工藝品和文化產品的天然博物
館，開發潛力巨大，前景廣闊。
他要求進一步強化組織領導，推

動市場化運作，創新活動組織形
式，改革評審方式，不斷推動民族
民間工藝品和文化產品博覽會優化
升級，加快推進貴州省民族民間工
藝品和文化產品產業化發展步伐。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王頔）北京市政協於28日舉辦紀念
「五一口號」發佈67周年春天長走活
動。北京市政協主席吉林帶頭參與，
政協委員及政協機關幹部500餘人進行
了全程9公里的長走。
北京市政協副主席沈寶昌表示，該

活動旨在重溫先輩奮鬥歷程，銘記歷
史責任，更好地履行人民政協職能；
亦為委員、機關幹部增進了解、加深

友誼、走進自然、強健體魄搭建了新
平台。
活動地點設在北京昌平區十三陵水

庫。沈寶昌說：「這裡曾灑下建國初
期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北京40萬勞動者
辛勤的汗水，也是北京2008年奧運會
鐵人三項比賽的場地。在此既可欣賞
優美的湖光山色、感受人水和諧的自
然景觀，也可親身領略昌平區經濟社
會發展的巨大成就。」

在本港最繁忙的街道之一皇后大道東，這
台形似公交站的淨化裝置悄然運轉兩月

有餘，吸引了不少好奇路人駐足。監測屏幕
即時顯示：裝置範圍內的PM2.5實時濃度為
14微克/立方米，相鄰的銅鑼灣地區數值近
30微克/立方米，降低濃度約五成。研發團
隊奧雅納工程顧問鄭世有表示，裝置試用期
間，在空氣質量較差時，平均可降低

PM2.5、PM10實時濃度的60%至70%。

研發7個月自費60餘萬
今年北京市兩會上，黃永光提交了「關於

開發道路空氣淨化系統」的治霾提案，同時召
集專業團隊努力將此設想落實。他指出，考慮
到北京等高樓林立大城市常見的「峽谷效
應」，汽車尾氣排放形成的污染物都集中在道
路上，對行人特別是等候公交的民眾健康有很
大影響，希望巴士站造型的空氣淨化系統為民
眾提供一個相對清潔、舒適的環境。
北京市海聯會青年委員、信和集團行政助

理黃永龍向本刊表示，該裝置研發了7個多
月，耗資約60餘萬元，由他和兄長黃永光個
人出資完成，現正申請專利。裝置造價主要
集中在公交站建造上，若在既有公交站植入
該系統，造價可大幅降低。

「希望做全世界最大的空氣淨化器」
他透露，自己與哥哥攻讀的並非環保專

業，卻「希望做全世界最大的空氣淨化
器」。「我們先試驗這樣小的空氣淨化系
統，再慢慢把它們『養大』。而今後將考慮
進一步試驗與普及此項目，如在大廈、寫字
樓出風口加裝過濾網，使進、出空氣經過淨
化，讓每棟樓成為城市的空氣淨化器。」
據透露，該裝置擬於5月贈予清華大學，

並在校園內展開測試。若效果理想，將計劃
在北京及內地其他城市推廣。

變廢為寶廚餘新技術全港首家
關注空氣改善的同時，黃永光尋覓着以科

技助推環保、以環保改善民生的各種新途徑。
在信和旗下奧海城，一項關於單細胞藻（簡稱
微藻）處理廚餘濾液的研究正在實施。他說：
「旗下物業實踐的系列環保措施中，有個廚餘
管理計劃，將全港首個設於商場的高效廚餘機
提升至每日處理500公斤廚餘，並嘗試以微藻
淨化廚餘濾液，已成功將碳排放自2008年水
平減少24%，超出目標。」

香港公開大學科技學院院長何建宗教授道
出從事此項研發的起因，是被黃永光打動，
二人一拍即合。「黃先生看到我在報章上關
於微藻技術應用的文章，親自來找我商量着
手實踐。項目一舉多得，既能減少『碳足
跡』，微藻又可被提煉生物柴油。」目前該
試驗成功在香港地區是獨家，且不採用淡水
的技術，堪稱領先全球。

實現首個大廈內水力發電
此外，黃永光在「關注水能發電助力治淤
治霾」政協提案中提出的理念，也已在奧海
城實現落地。這一本港首個大廈內水力發電
系統，透過回收本應流失的水泵動力發電，
有效減低碳排放，又不影響大廈食水供應。
「環保，我們在路上。」他向記者透露，
考慮明年兩會繼續提關於道路空氣淨化的提
案。他並呼籲，如同其他大城市，無論香港
或北京均需以嶄新思維，全力、快速、有效
應對環境問題。

港委員坐言起行
修成「環保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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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馬
玉潔）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近日在京
發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報告（2014—
2015）》藍皮書。報告稱，去年內地簡政
放權成效明顯，未來應從三方面進一步推
進地方行政體制改革。
藍皮書主編、十一屆全國政協文史和

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行政體制改革
研究會會長魏禮群表示，進一步深化行
政體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和貫徹落實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中具有重要而獨
特的地位和作用；行政體制改革任重而
道遠，須整體推進、全面推進、協同推
進、深入推進。
對於未來深化地方行政體制改革，藍皮
書提出三點政策建議：一是深化大部制改
革，加大機構整合力度；二是培育社會組
織，形成「社會組織提供服務、政府購買
服務」的全新格局；三是建設法治政府，
完善地方行政法制體系。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馬
玉潔）內地「五一小長假」將至，一些知

名景區因應旅遊旺季到來紛紛上調門票
價格。
對此，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中坤投
資集團董事長黃怒波在全球創新論壇向
記者表示，從長遠看門票經濟走不下
去，景區亟需創新經營模式。
他說，景區是國家和社會資源，而非

市場商業資源，本應向全社會開放；同
時，門票經濟存在於國家市場經濟不夠
發達時，當更高層次的旅遊經濟如文化
產業、度假經濟興起後，門票經濟會退
到次要地位。

文化產業增景區附加值

據悉，國家旅遊局上半年在京津等7省
份開展門票價格管理改革試點。另外，
全國44家A級景區近日被通報摘牌，其
中不規範的價格秩序是處罰主因。
黃怒波強調，在門票經濟必然衰退的未

來，旅遊景區不能再複製原來的模式。他
以世界文化遺產地宏村為例，稱大力發展
文化產業可增添其附加值。
「去年宏村以舉辦『中國喀什中亞藝術

節』為契機，收集哈薩克斯坦等12個中亞
國家著名油畫藝術家的上千幅油畫，計劃
長期舉行中亞藝術展。」「往未來的產業
走，往綜合的文化產業走，這也是創
新。」黃怒波說。

將公交站修建成淨化空氣的「氧

吧」；妙用大廈內部水泵動力造出

發電設備；將藻類化廢為寶，處理

廚餘並提煉生物柴油……這是北京

市政協委員、信和集團執行董事黃

永光近年在政協提案中發出的創意

性建議，經過其不懈努力。已由概

念成為現實，多個「本港首創」亦

由此落成。他向記者表示，專注室

外空氣淨化、類似公交站的城市空

氣淨化裝置擬於近期落戶清華大

學，冀望今後助力首都治霾。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何凡、王頔

香港文匯報訊‧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任一龍 河北報道）北京市
政協主席吉林率團近日來到河北張
家口市崇禮縣，就京張聯合申辦冬
奧會工作考察調研，河北省政協主
席付志方等陪同。
吉林一行到崇禮縣規劃中的奧運

村、比賽場地、頒獎廣場進行調
研。他指出，申冬奧既是北京和河
北的大事，更是國家的大事，此次
考察目的是為更好支持申辦工作。
下一步北京市各政協組織、委員將
傾盡全力，支持、服務申辦工作，
為京張成功申辦冬奧會作出應有貢
獻。付志方表示，京張聯合申冬奧
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一大亮點，希
望京冀兩地政協委員攜起手來，共
同關心、宣傳、服務、支持申冬
奧，努力把這件國家大事做好。

為讓大家可以比較全面、透徹地理解和認識前文的四句
話（見本刊4月23日Ａ43版），筆者想結合「一國兩制」
科學構想在香港成功實踐的歷史、結合回歸前和回歸後香
港政治發展的歷史來談一下：
大家知道，在香港回歸以前、在「英人治港」的舊香港

時代，香港的政治體制是典型的英屬殖民政治，是英國總
督獨裁和英國總督專制，而絕非什麼民主體制，香港同胞
即香港本地華人的政治參與權利極其有限。我們就拿舊香
港時代香港政治體制中最重要的兩個「制高點」來看——
這兩個「制高點」：一個是香港總督、一個是香港立法
局。

香港總督這個點不用細講，大家都了解、都清楚，從
1843年上任的第一任總督樸鼎查，一直到1992年上任的
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28個舊香港的直接統治者，無一不
是由英國女王、由英國政府派出的。大家可以看看、想
想——28任香港總督，有哪一個是香港人民民主選舉的？
有哪一個是由香港人民授權的？有哪一個是可以代表香港
人民的？
再看香港立法局，情況也基本一樣。一直到1984年中

英談判成功正式簽署「聯合聲明」以前，香港的立法局都
不是一個具有獨立地位、具有實質意義的立法機構，僅僅
是備總督立法時諮詢的御用機構。

香港的立法局，最初叫定例局，在1984年以前，其議
員由當然議員（即布政司、財政司、律政司）、政府官員
出任的官守議員、民間人士出任的非官守議員三部分組
成。除了當然議員外，其餘成員皆由總督委任。沒有一個
人是香港人民民主選舉產生的。香港總督掌握有香港的絕
對立法權，他是立法局的主席，他可以任命和罷免議員，
他可以決定立法局的開會和休會，他可以決定立法局的成
立和解散……。而且立法局的議員最初都是英國人，一直
到1884年才出現第一個華人議員——伍廷芳。（作者係
北京市政協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
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歷史上28個港督無一為港人選舉產生
齊鵬飛

專家看香港政改（二）

■■沈寶昌長走前講話沈寶昌長走前講話。。 記者王頔記者王頔 攝攝

■中國申辦2022冬奧會logo。
本報北京傳真

■■黃永光黃永光（（右右）、）、黃永龍黃永龍（（左左））接受媒體採訪接受媒體採訪。。
記者何凡記者何凡 攝攝

■黃永光（右二）、黃永龍（左二）及兩位項目工程師介紹城市空氣淨化裝置。 記者何凡攝
■香港理工大學可再生能源研究室主任楊洪興稱，首個
大廈水力發電系統是可取、可持續方案。 記者何凡攝

京政協長走紀念「五一口號」

黃怒波：門票經濟應逐漸退出

■黃怒波 記者馬玉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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