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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背後的政協經驗
3次議政性常委會；680餘次調研座談等履職活動，近

15,000人次委員參與；高達96.32%、在各省級政協全會中
排首位的委員出席率……北京市政協2015年工作報告的
一組數字，折射出履職委員的廣度與充分協商的密度。

而從建立京津冀政協主席聯席會議機制，到成立法治建
設民主監督組，從探索議政性主席會議制度，到試水「互
聯網+」議政，這些全新創設的平台與形式，以不同維度
穩步推進着政協協商民主制度化，開創出更縱深、立體的
協商議政新格局。

這一年，北京市政協提案共立案1,119件，有63件來自
港澳委員。其中，港澳委員、怡海集團董事長王緋玲《關
於加快豐台區北側康辛路二期建設的提案》，涉及政府多
部門及存在約十年的歷史遺留問題，辦理難度不小。

她向記者表示，提案獲重視，兩位市政協副主席率隊赴
現場考察情況，推動相關部門落實。「提案辦理期間，北
京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等領導多次來電，告知我進展情
況，解決問題的效率很高。」

探索網絡議政 協商形式更靈活
這一年，政協北京市委員會移動議政平台推出，委員獲

知政協動態、活動通知等資訊更加便捷，且已有百餘人參
加網絡議政活動。互聯網與政協工作結合產生化學反應，
令協商民主的形式更靈活。

「對不起，來晚了！」2015年8月13日下午兩點半，

在深圳出差的委員林菁匆匆打開手機中的「網絡議政」會
議系統軟件，向已在屏幕前等候的五位委員致歉。他們與
市政協相關負責人約在這天打開該系統，圍繞「十三五」
規劃編制中的科技專題進行線上議政。

這樣的活動舉行了6場，協商不受制於物理距離，委員
參與範圍得到有效擴大。北京市政協主席吉林表態稱，今
年要制定網絡議政工作規程，規範此項工作，更經常地運
用網絡議政平台開展遠程協商、網絡建言活動。

「監督中體現協商，協商中促進監督」
這一年，民主監督組織化也邁進一步。在以往財政預

算、城市管理與新聞輿論三個監督組的基礎之上，又成立
了法治建設民主監督組，遴選政協委員中的法律專業人士
加入。「部分司法人員怕惹事，不願公開法律文書。」該
監督組從法律文書公開這個小切口入手，提出問題，分析
原因，形成監督報告，又與相關委辦局負責人座談協商，
增進共識，尋找對策，以協商理念推進民主監督。

在新一年北京政協年度協商工作計劃的台賬上，寫入了
適時制定民主監督的專項規定、建立黨委政府領導領銜辦
理重點提案制度等新任務，進取步履未見停歇。與「協商
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要求相呼應，如此結合地方實
際的有益探索，豐富着政協協商民主實踐，勢將為「中國
式商量」不斷添上新樣本。

■記者何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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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黑龍江
港澳委員捐助先心病童項目落戶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王欣欣 哈爾濱報道）黑龍
江省政協港澳委員、高寶集團董事
長韓世灝近日在哈爾濱捐助兒童先
心病基金慈善救助項目，捐款總金
額100萬元人民幣，為期三年，用
於救助貧困家庭先天性心臟病的患
兒，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兒童醫院為
救助項目實施的定點合作醫院。
黑龍江省政協副主席陶夏新與韓

世灝博士、哈爾濱市衛計委副主任
劉楠、哈爾濱市兒童醫院院長丁鳳
姝共同為項目啟動揭牌。韓世灝表
示，希望這一項目能救助更多先心
病兒童，為更多家庭帶來福音，身
為港澳政協委員，自己將更加努力
履職。

4萬委員10億元幫扶貧困戶

劉強東倡加強物流樞紐建設
香 港 文 匯

報‧人民政協
專刊訊（記者
馬曉芳綜合報
道）近日，全
國 政 協 圍 繞
「 《 快 遞 條
例》的制定」
召開雙周協商
座談會，上海
市政協委員、
京東集團創始
人兼首席執行
官劉強東在此

間發言，並為快遞業建言發聲。他建議政府部門進一步規範
快遞電動三輪車的使用，盡快出台國家標準，地方政府在產
業政策方面給予支持，並着力加強多模式運輸樞紐建設。

劉強東說，過去的10年，電子商務和物流業取得了長足
發展，但總體來說，中國物流業發展還處於初級階段，服務
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面臨着一些制約發展的問題。
「目前大城市周邊的物流園多數規模偏小，建設現代化大

型倉儲中心的需求難以滿足，電商公司只能多處佈點，分散
建倉。」他建議政府部門提前規劃，在大型城市周邊建設集
約化的大型物流園區，以適應電子商務發展需求。
劉強東認為，應着力加強多模式運輸樞紐建設，「單純的
公路運輸已無法滿足快遞業發展需求，然而在鐵路和公路交
接點，缺乏現代化的物流樞紐，造成公路短駁集貨運距過
長，降低了運輸效率」。他呼籲政府部門進一步加大鐵路電
商專列開放力度，積極推動鐵路公路聯運方式發展，着力加
強公鐵聯運的物流樞紐建設。
他建議，加快推進運載載具的標準化與節能化，並呼籲關
注快遞員「五險一金」問題，「一些公司因為沒有為快遞員
繳納『五險一金』而觸發惡性價格競爭，導致整個快遞行業
低效益運轉」。

■劉強東體驗快遞工作。 網上圖片

政協北京市第十二屆委員會第四次

會議近日閉幕，北京市政協主席吉林

（見上圖）在會議期間向本刊表示，

市政協非常重視港澳委員「雙重作

用」，每年都會專門向港澳委員通報

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對港澳委員提出

的提案，每一件都進行了通報回應。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馬曉芳北京報道

港澳委員提案

吉林說，港澳委員具有「雙重作用」：一方
面是指作為北京市政協委員，港澳委員對

北京的經濟社會發展建言獻策、積極履職發揮
作用；另一方面是指港澳委員身在港澳，在支
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推進「一國兩制」，維
護港澳繁榮穩定方面發揮作用。
他指出，目前北京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
大課題，就是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港澳委員
要將「雙重作用」在這點上擴大，不僅僅是北
京，津冀也包括在內。港澳委員可以更多關
注，多出主意，多介紹經驗，「在推進京津冀
一體化過程中的具體工作，有條件的港澳委員
也可以適當參與」。

借鑒香港經驗疏解非首都功能
吉林表示，區域協同發展，是很多國家和地
區的經驗，香港在此方面具有豐富經驗，北京
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時可以借鑒。港澳委員見多
識廣，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建議。
而在看望港澳委員和港澳台僑工作顧問時，
吉林指出，2015年是首都發展進程中非同尋
常、十分重要的一年，市政協港澳委員和港澳
台僑工作顧問積極參加各項履職活動，着力發
揮自身「雙重作用」和特殊優勢，為促進首都
經濟社會發展、維護港澳地區長期繁榮穩定和

推進祖國統一大業作出了突出貢獻。
他說，新的一年是「十三五」開局之

年，也是結構性改革攻堅之年，希望港
澳委員繼續關心、支持首都各項工作，
積極圍繞市「十三五」規劃編制、有序
疏解非首都功能、京津冀協同發展等建
言獻策，為建設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
都貢獻力量。
吉林感謝港澳委員和港澳台僑工作顧

問對市政協工作的關心和支持。市政協亦將
做好各項服務保障工作，對接交流平台，做
優品牌活動，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識。

港澳委員關注京津冀協同發展
吉林指出，北京市政協的港澳工作有兩個

新品牌：香港北京交流協進會（簡稱港京
會）和京澳經濟文化交流促進會（簡稱京澳
會）。這兩個新品牌以港澳委員為主體，為

京港、京澳全方位深層次交流與合作搭建了
新的平台。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亦成為今年北京「兩
會」的熱點話題，很多港澳委員也對疏解非首
都功能非常關注。北京市政協港澳委員、恆通
資源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施榮懷表示，港京會和
京澳會將配合京津冀協同發展，幫助高科技企
業「走出去」，鼓勵港澳投資人投資京津冀
企業，並協助其赴港投資上市。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何
凡、馬曉芳北京報道）北京市政協委員、北
京市文物局原局長孔繁峙日前接受本刊採訪
時說，「十三五」規劃中提到老城重組，為
啟動騰空王府工作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好機
會，希望可納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範疇，並
列出14座被佔用王府的搬遷規劃。
他表示，已向北京市政協提交《老城重組
應列出「王府騰退保護」時間表》提案，
「非首都功能疏解和老城重組給王府保護帶
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是千載難逢的好機
會，王府保護這件事再難也要幹起來！」
他指出，北京有14座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
安全保護單位和市級文物安全保護（文保）
單位的王府被佔用，其中8 座為民居，部分
甚至淪為大雜院，住有800多戶居民，搬遷
費用恐要天文數字。

王府淪為大雜院文物現狀堪憂
孔繁峙說，北京現共有15座王府被列為全
國重點文保單位和市級文保單位，除了恭王
府對公眾開放外，剩餘14座王府全部都被佔
用，包括咸豐九弟奕譓府邸孚王府，在經歷
過軍閥佔據、國民政府辦校之後，現在已成
為辦公與居住混合的大雜院，令人痛心。
他指出，這些王府均位於二環內城，其產
權關係因歷史原因很複雜，要「騰退」很不
容易，十幾年前北京市文物局曾對孚王府做
過一次評估，僅騰空搬遷一項，就需要7億
元人民幣。他建議政府相關部門首先列出詳
細的搬遷計劃，騰退之後再對王府進行保護
維修，恢復原狀後再發揮作用，對外開放，
挖掘其內涵，使這些寶貴的文物資源為社會
所用。
據悉，清末北京的王府約有50餘座，目前
尚存的各級王府共24座，保存較好的有8
座，即恭親王府、醇親王府、老醇親王府、
孚郡王府、雍親王府、禮親王府、慶親王
府、淳親王府。殘存的王府有4座，為儀親
王府、定親王府、恆親王府、老睿親王府，
都已面目全非，只剩下殘垣與幾間舊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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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黃冬、李兵 成都報道）記
者從政協四川省第十一屆委員會第
四次會議獲悉，2015年四川政協系
統4萬餘名委員積極參與「我為扶
貧攻堅做件事」活動，協調落實資
金10.79億元人民幣，聯繫7,238個
貧困村，幫扶貧困戶31,113戶。委
員們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和特長，實
實在在幫助貧困村、貧困戶解決問
題，已成為當地扶貧攻堅的一支重
要力量。
四川省政協積極發揮委員智力優

勢，深入四大扶貧攻堅片區實施智
力扶貧，同時充分發揮政協委員界
別優勢，利用各自優勢和特點實現
精準扶貧。港澳委員李慧貞每年捐
助約700萬元，資助涼山州貧困學
童。「川藏大通道建設」納入全國
政協重點視察課題，駐川全國政協
委員提交的「支持川陝革命老區區
域協同發展和扶貧攻堅」提案，被
全國政協列入重點督辦提案。

■■ 四川政協委員深入農村幫扶農四川政協委員深入農村幫扶農
民發展種植業民發展種植業。。 本報四川傳真本報四川傳真

■■政協北京市第十二屆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現場政協北京市第十二屆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現場，，港澳委員與內地委員一同舉手表決港澳委員與內地委員一同舉手表決。。 記者王頔記者王頔 攝攝

■■孚王府俗稱孚王府俗稱「「九爺府九爺府」，」，王府主人是清宣宗道光皇帝王府主人是清宣宗道光皇帝
的第九子奕譓的第九子奕譓，，現有諸多單位在院內辦公現有諸多單位在院內辦公。。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吉林吉林:

■慈善救助項目啟動現場。
記者王欣欣攝

件件都有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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