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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首次立法協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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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華僑委員建言生態旅遊

委員們認為，推動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
合發展，是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陣地

的一項緊迫任務。目前，媒體融合發展已取
得明顯成效，總體態勢良好。面對新形勢新
技術的發展，媒體融合在理念觀念、體制機
制、技術力量、資金投入、人才保障等方面
還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

王樹成：扶持重點海外華媒做大做強
本報董事長、社長，海外華文媒體合作組
織主席、世界中文報協主席王樹成委員就海

外華文媒體的現狀作了專題發言，並就扶持
重點海外華媒做大做強提出了建議。
王樹成認為：「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中國夢的進程中，作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獨特
紐帶和重要橋樑的海外華媒，區位優勢特
殊，可以發揮獨特作用。」
他建議國家相關部門以政策支持相關海外

組織設立海外華媒扶助基金，扶持重點海外
華媒整合資源做大做強，有效提升海外華媒
的傳播力、影響力。從政策和資源上鼓勵相
關培訓機構，舉辦不同類型的業務培訓班，
以增強海外華文媒體從業人員業務能力和對
祖（籍）國的感情，為海外華媒培養一批適
應融合發展的骨幹人才。
王樹成還建議，扶持創建一個為海外華媒

服務的智囊信息庫，建立共享機制，指導海
外華媒融合發展，促進媒體融合，直接扶持
重點海外華媒發揮引領作用，「加強對國家
戰略傳播的課題研究，支持海外華文媒體與
智庫、企業合作並一道發展壯大，共同構建
適應中國崛起的國際新型話語體系。」

聶震寧：加大侵權懲戒力度
韜奮基金會理事長聶震寧委員表示，版權

維權難度太大，社會希望法律給力的呼聲強
烈，建議進一步加大對版權侵權的懲戒力
度，「過低的賠付金額和必要的訴訟成本，
已經普遍導致許多被侵權的媒體和個人不敢
通過司法程序來維權，無形中放縱了侵權行

為。」
他表示，國家版權局應出台一個能夠平衡

媒體各方利益的、比較科學的轉載付酬指導
標準，最高人民法院對版權侵權行為應受的
經濟懲罰需做出更具懲戒力的司法解釋，提
高版權侵權案件的審理水平。
他指出，應進一步發揮著作權集體管理組

織的維權作用，「目前，我國只有一個文字
作品著作權集體管理的社會團體。」應借鑒
歐美發達國家經驗，加大著作權集體管理組
織建設的力度，引進競爭機制，讓著作權集
體管理組織在維權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李東東：可引進股權激勵
中國新聞文化促進會會長李東東委員指

出，加快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
展，關鍵是建設一支信得過、用得上、堅強
可靠的媒體人才隊伍。
她說，新媒體企業能迅速發展多依靠資本

推動和激勵機制，建議堅持深化體制改革，
進行股權激勵，可考慮借鑒四川報業等媒體
集團做法，設立首席記者、首席編輯崗位，
其薪酬可達到甚至超過報業和廣電集團領導
的水平，在總結這些創新經驗的基礎上加以
推廣。
委員們發言踴躍，邊講邊議。俞正聲認真

聽取意見，不時與大家交流。
與會的相關部委領導亦與委員互動交流。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副主任彭波表示，推

動媒體融合發展，需要把握媒體融合發展方
向：媒體融合的根本在於牢牢掌握輿論主動
權和話語權。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田進表示，

下一步將研究採取措施，把融合發展作為重
要考核指標，推動傳統媒體管理者切實轉變
觀念，做到新興媒體和傳統媒體在人、財、
物等資源配置上享有同等待遇，確保實現
「台網並重」、「社網並重」、一體化發
展。同時，將積極爭取國家在財稅、信貸、
融資等方面進一步出台相關政策，對主流媒
體推進融合發展給予支持。
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張慶黎、李海

峰、盧展工出席了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馬曉芳 綜合報道）浙江省
政協近日組織港澳華僑委員圍繞發
展生態旅遊、加快特色小鎮建設赴
湖州視察。
委員們就衣食住行配套、旅行社

監管、組織特色活動、河流空氣治
理、古建築改造、挖掘文化內涵等
方面提出了意見建議。浙江省政協
副主席吳晶希望委員們充分發揮與
海外、境外聯繫廣泛的資源優勢，
積極參與、獻計出力，努力當好宣
傳員、監督員、信息員，做浙江生
態旅遊發展和特色小鎮建設的推動
者、實踐者和參與者。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馬曉芳 綜合報道）安徽省
政協召開「《安徽省消費者權益保
護條例》修訂」立法協商會，這是
安徽省政協自成立60多年來舉行的
首次立法協商會，也是安徽省政協
今年20個協商議題中的首個。
與會的政協委員、民主黨派代

表、專家學者等圍繞消費者權益保
護暢所欲言。安徽省政協主席王明
方指出，在省政協開展立法協商，
拓展了政協協商民主的內容，豐富
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實現形式，要以
此次立法協商活動為契機，秉持協
商於民、協商為民精神，圍繞全面
推進依法治省出實招、謀良策。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何凡）
由全國政協書畫室、中國美術家協會、香港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協會共同主辦的「中國當代著
名畫家——陳良敏畫展」將於 16日在香港文
化中心展覽館舉辦。
陳良敏是全國政協辦公廳書畫創作室畫家，

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中國
政協文史館研究館員，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
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以傳統人物畫名重

畫壇。
此次展出他多年來創作的國畫精品80餘幅，

作品題材重文化底蘊，工而不拘於西法，寫而
不失於形似，吸收廣泛，不泥一端，以意運
法，寫心為尚。不僅體現了畫家的創作才華，
更是表達了畫家對中國畫傳統人文精神的深度
思考。
據悉，本月21日香港展覽完成後，還將分別

於本月25日在澳門、10月20日在台灣展出。

陳良敏畫展將在港舉辦

雙周會議媒體融合
眾委員獻發展良策

萬鄂湘：金融協同發展是京津冀一體化重要部分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馬

曉芳綜合報道）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見
圖）近日率民革中央調研組赴河北廊坊，就
京津冀金融協同發展進行調研。
萬鄂湘指出，中共中央對京津冀協同發展

的決策部署，是新一輪國家發展的重大戰
略，也是中國在新時期經濟發展的又一增長
極。
他表示，金融協同發展是京津冀協同發展

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從京津冀協同發展這一
國家重大戰略的大局出發，科學謀劃三地在

金融協同發展中的角色定位，發揮各自特色
優勢，注重研究，加強創新，以更好地服務
京津冀實體經濟，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
據悉，此次調研是2015年度民革中央層

面繼續聚焦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開篇。民革中
央在此次調研基礎上，將繼續圍繞京津冀金
融協同發展開展調查研究，向中共中央、國
務院提出意見建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日前審議通過《京津

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標誌着京津冀協同
發展即將完成頂層設計。會議認為，推動京

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重大國家戰略。戰略的
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調整經濟
結構和空間結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要在
京津冀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保護、產業升
級轉移等重點領域率先取得突破。
近年來，民革中央已就京津冀交通、環境

治理、財政等領域協調與協同等問題多次進
行調研，提出意見建議，得到中共中央、國
務院高度重視。京津冀三地民革組織也結合
各地實際，積極圍繞京津冀協同發展履行參
政黨職能。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王曉
雪、馬玉潔）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外國語大
學藝術研究院院長孫萍近日在京表示，如何
在全媒體時代和日益頻繁的跨文化交流中講
好「中國故事」，讓沉睡的傳統戲劇文物文
獻「活起來」，是當下故宮人和戲劇研究者
們共同面對的問題。
在故宮宮廷戲曲研究所舉行的「讓文獻、
文物活起來——宮廷戲劇文化大觀」主題講
座上，孫萍說，故宮是中國傳統戲劇藝術的
寶庫，館藏的數萬件有關中國傳統戲劇的文
物、文獻及檔案構成了獨具特色的宮廷戲劇
文化。故宮博物院肩負向全世界介紹中國宮

廷歷史文化乃至中華傳統文化的使命，傳統
戲劇文化也包含其中。
孫萍認為，國劇是國學立體的藝術表現，

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戲曲具
有教化力量，可以把優良的文化傳統注入國
人血脈。希望通過我們的研究可以激活這些
文物附着的文化基因，使其面向大眾、面向
世界。」
據悉，故宮宮廷戲曲研究所今年9月將出版

宮廷戲服文化解讀系列，未來研究規劃包括
編纂《清代宮廷戲劇史編年》、《故宮百科
全書．戲劇文物卷》，整理修復故宮收藏的
戲曲老唱片等。

孫萍：讓傳統戲劇文化「活起來」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馬曉芳綜
合報道）台盟中
央近日就台灣農
民創業園的發展
情況開展調研，
全 國 政 協 副 主
席、台盟中央主
席林文漪率組赴
廣東、江蘇，台
盟中央副主席陳
蔚文、黃志賢、
蘇輝分別帶團赴
雲南、四川、福建等地就此專題進行考察。
林文漪指出，台創園作為台灣基層民眾來大陸創業的重要平台，兩岸農
業理念、技術交流融合的重要平台，兩岸民眾加深了解、拉近心理距離的
重要平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抓手，將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台創園作為
一個可以發揮多元作用的平台，能夠為台灣鄉親、兩岸青年提供優質的創
業發展空間。
她表示，台盟中央和參與調研的各相關部門將在深入考察研究的基礎
上，認真總結台創園建設的經驗，分析存在的困難和問題，通過參政議政
的渠道提出相關建議，切實履行好台盟在多黨合作事業與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中的責任。
陳蔚文在調研中表示，針對調研中台創園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台盟中央
將認真梳理總結，及時向有關部門反饋，深入探索台創園發展建設的途
徑，為促進各地台灣農民創業園進一步發揮對台交流合作平台作用作出積
極貢獻。
黃志賢指出，台灣農民創業園是兩岸基層民眾交流的重要平台、台資企
業和台灣農民投資創業的機會平台、開拓海峽兩岸農業合作的有力平台，
更是兩岸同胞共同奮鬥的大舞台，拉近彼此心靈距離的創業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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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修訂立
法協商會會議現場。 本報北京傳真

「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

發展」是今年全國政協重點協商議

題。從2014年開始，全國政協多次

組織委員先後赴滬、鄂、粵、桂、

川及部分中央新聞媒體專題調研。

近日在京召開的全國政協雙周協商

座談會，圍繞「推動傳統媒體和新

興媒體融合發展」建言獻策，全國

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會議並講話。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 馬曉芳 綜合報道

■全國政協近日在京召開雙周會全國政協近日在京召開雙周會，，圍繞圍繞「「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建言獻策建言獻策。。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會議並講話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會議並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全國政協委員孫萍。 本報北京傳真

■林文漪（中）與台胞交流。 本報北京傳真

本疊內容：人民政協 教育新聞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王樹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