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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彥宏倡加快無人車立法
互聯網大亨盼新興產業協同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胡若璋、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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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賢 兩會報道）作為互聯網產業大亨的
代表，對於新興產業發展前景傾注了更多
關注。全國政協委員、百度董事長兼首席
執行官李彥宏昨日表示，百度正佈局無人
車領域。他建議，盡快修訂和完善無人駕
駛相關法律法規，為無人駕駛汽車的研
發、測試和商業化應用提供制度保障。

李彥宏指出，目前主要發達國家都已採取多種措
施支持企業開展無人駕駛汽車的研發和測試，

但中國現有的大部分政策法規與無人車發展還不相
適應，無人駕駛汽車該由誰來監管，路上測試與應
用應該如何規範，這些問題尚未得到解決。
李彥宏表示，對於無人車的發展，應從國家層面
對無人駕駛予以重視，搶佔產業發展制高點。對無
人駕駛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應用做好頂層設計和科
學規劃，加大資金支持力度，鼓勵中國汽車企業和
互聯網企業合作研發、協同創新。

馬化騰：ApplePay微信支付無衝突
較早前，蘋果公司火熱推出的 ApplePay，加入中
國數字支付市場，備受各界熱議。全國人大代表、
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馬化騰在京舉行的新聞發佈會
表示，對 ApplePay 和現在的移動支付有點兒混淆，
但不是正面的衝突，是共同把這個市場的蛋糕做大
的。同時，他也信心滿滿的表示，和蘋果的合作也
是基於這方面的考慮。
在移動互聯網全面發展的時代，公民個人信息外
洩情況嚴重，部分民眾的網絡安全防範意識薄弱。
馬化騰告訴記者，他一直在關注跨境網絡犯罪，在
此趨勢明顯的當下，他也特地帶來了《關於進一步
推進「互聯網+」行動計劃落地實施的建議》。
馬化騰認為，需要大力推進網絡安全體系建設，開
展多位一體的警戒教育工作，重點打擊電訊網絡詐騙
等新型犯罪，共同治理網絡安全生態體系，運用法治
方式促使打擊難題在司法環節得以有效解決。

黃樹賢：反腐要殺「回馬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劉凝哲 兩
會報道）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黃
樹賢昨日對媒體表示，2016 年反腐將強化
各級黨委主體責任和紀委監督責任，要爭
取對中央各個部門實現巡視全覆蓋，對之
前已經巡視過的部門還要「殺回馬槍」，
確保風清氣正成為常態。
黃樹賢表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
爭形勢依然嚴峻複雜，2016 年將按照中央
部署，保持堅強的政治定力，決心不變、
力度不減、尺度不鬆，堅定不移地把黨風
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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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新華讚王國慶首秀「蠻好」


全國政協十二屆
四次會議發言人王
國慶亮相首場發佈
會，對於王國慶的
「首秀」表現，原
政協會議新聞發言
人呂新華昨日評價
■王國慶 中新社
說： 「蠻好的」。
而對於自己卸下發言人一職的感受，呂新華向記
者連說了3個「輕鬆」。 ■記者 葛沖 兩會報道

■ 馬化騰認為微信支付與 ApplePay 沒有正面衝
突。
記者胡若璋 攝

委員籲加快審批故宮保護規劃

將巡視中央部門

他詳列了 2016 年四項重點工作：一是進
一步落實「兩個責任」，要落實各級黨委
的主體責任以及紀委的監督責任，「一定
要抓住黨委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把責任
一層一層壓下去，層層都要承擔責任」；
二是堅持不懈糾正「四風」，讓中央八項
規定的精神落地生根，讓風清氣正成為常
態；三是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把紀
律挺在前面，抓早抓小，在懲治的同時遏
制腐敗的蔓延；四是強化對權力的監督，
要對各部門、各地區巡視全覆蓋。
黃樹賢說，目前對地方、中央金融機構
和企業已實現巡視全覆蓋，接下來要對中
央部門實現巡視全覆蓋。「本輪巡視已經
開始，對已經巡視過的單位還要『回頭
看』，要殺『回馬槍』，看發現的問題是
否解決，是否還有新問題，以加強監督，
保證權力的健康運行。」

美聯社

■單霽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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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兩會報道）北京故宮博物院正
面臨着文物古建保護、每年
1,500 萬人次超級接待量，和周
邊環境改變的內外雙重壓力。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故宮博
物院院長單霽翔向全國政協遞
交提案稱，為解決這些問題，
故宮編制了《故宮保護總體規
劃》。他呼籲有關部門加快審
批《故宮保護總體規劃》，並

早日公佈實施。

保護臨內外雙重壓力
據單霽翔介紹，故宮博物院
保護管理面臨的壓力同時來自
內外兩方面：內部壓力存在於
23 萬平方米的古建築、180 餘
萬件（套）的館藏文物、1,500
萬人次的年接待量，這三者在
文化遺產的保存、保護、利用
與管理等方面存在着矛盾與制

由
「同心圓」
想到的……
記者 何凡
「同心圓」，是
1?
俞正聲主席工作報告
給人印象深刻的一個
詞彙。翻閱近幾年
的報告，這個詞還
是首次使用。報告中的原話是，「團
結的面越寬越好，團結的人越多越
好，團結的同心圓越大越好。」



雙周座談 圓桌圍坐
自2013年起，記者常年採訪政協活
動，常會遇到個「圓」字，比如去年
數次舉行的雙周協商「圓桌」座談
會。會議室內，並非慣常的主席台在
上、一排排桌椅在下；而是設一個橢
圓形的大桌，大到足夠使所有發言委
員與俞正聲、政協及相關部委領導相
鄰而坐，體現出開放交流、平等協商
的氣氛。
而圓桌上的討論，卻未必圓融，不
時「稜角」凸顯。因此，有政協委員
表示，參加雙周協商座談會既輕鬆，

又緊張：輕鬆的是可以自由發言不拘
束，緊張則是觀點要站得住腳，否則
馬上就會有人反駁。

「同心圓」還需實踐
當前，中共作為執政黨，正面對
社會轉型期社會階層、利益、意見
和訴求多元的新現實。如黨外知識
分子佔知識分子總數的 75%，人數
近 9,000 萬之多；馬雲等非公經濟人
士對國家經濟的貢獻率舉足輕重；
港澳在內地投資營商人士也與日俱
增 …… 時 代 變 遷 之 下 ， 中 共 統 戰
「法寶」承擔着新使命。「同心
圓」是習近平在去年中央統戰工作
會議首次提出的，今次正式寫入
「政協年報」，足見中共海納百川
的胸懷。當然，同心圓圓心一定是
中共，但圓的半徑也一定應包括中
共以外的社會各利益階層。與會代
表委員希望，中共的「同心圓理
論」還要得到實踐的檢驗。

約。外部壓力來自快速推進中
的城市建設對故宮周邊環境產
生的影響，公眾對傳統文化與
社會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斷抬
升故宮博物院的觀眾接待量。
單霽翔表示，《故宮保護總
體規劃》的保護對象包括紫禁
城、端門、大高玄殿、皇史宬
和稽查內務府御史衙門，共 5
處明清皇家建築群。規劃範圍
等同故宮周邊區域。《規劃》

實 現 目 標 的 時 間 節 點 為 2025
年，即故宮博物院建院 100 周
年。
單霽翔建議，抓緊制定並公
佈《故宮保護條例》，對跨部
門、跨地區的主要保護管理措
施，以統籌協調管理方式予以
整合，為實施《故宮保護總體
規劃》提供強而有力的法律保
障，保障故宮文化遺產保護與
利用的可持續發展。

楊傳堂：已定專車管理規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劉凝
哲、江鑫嫻 兩會報道） 「專車合法
化」近來呼聲越來越高，交通運輸部
部長楊傳堂昨日在列席全國政協十二
屆四次會議後對媒體表示，涉及專車
規範管理的指導意見和若干辦法已經
制定，至於出台時間，他希望「越快
越好」。
「各地可以結合各地實際情況，就
專車管理出台不同的做法，這也給各
地政府很大的創新空間。」
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律師協會監
事長施傑昨日表示，自己也曾是「打

車難」的受害者。他建議，放開出租
車行業特許授權。在對打車軟件和
「專車」持肯定態度的同時，他對目
前網絡約車的管理方式提出建議：政
府管平台，平台管人和車。
施傑表示，目前中國主要網絡預約
車平台企業，均已建立公開透明的服
務評價機制和優勝劣汰的准入退出機
制，平台有動力也有能力管好司機、
車輛。因此，政府應給予平台發展空
間，充分放權，通過「政府管平台、
平台管司機和車輛」的模式，規範網
絡預約車健康有序發展。

粵媒體 400 行家報道
「兩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日報》報
道， 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慎海
雄前日前往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羊城晚
報報業集團、廣東廣播電視台等廣東媒
體全國「兩會」報道組駐地，慰問採訪
「兩會」的廣東媒體編輯記者，檢查
「兩會」宣傳報道籌備情況。
為做好今年全國「兩會」報道，廣

東省級和廣州、深圳等多家媒體派遣近
400人，全方位報道今年「兩會」。
慎海雄強調，要把做好今年全國
「兩會」宣傳報道作為廣東媒體人貫
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
工作座談會上重要講話精神的一場重
要檢驗，切實把新聞輿論工作的48字
職責使命內化於心、外化於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