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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北京政協重點「緩堵治霾」

全國政協：要擦亮老字號金字招牌

程茂全籲書法進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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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號承載着中國幾代人往昔生活的美好記憶老字號承載着中國幾代人往昔生活的美好記憶，，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

體體，，而今老字號卻面臨着誠信經營而今老字號卻面臨着誠信經營、、技藝傳承及創新等問題技藝傳承及創新等問題。。11 月月 1212 日日，，全國政協全國政協

召開第召開第 6161 次雙周協商座談會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圍繞圍繞「「提升中華老字號品牌質量提升中華老字號品牌質量」」建言建言。。委員們建委員們建

議議，，要加大打擊假冒品牌的工作力度要加大打擊假冒品牌的工作力度，，把老字號註冊成商標的一部分把老字號註冊成商標的一部分，，從法律上研從法律上研

究保護跨地區品牌單一性的問題究保護跨地區品牌單一性的問題，，處理好技藝傳承和科技創新的關係處理好技藝傳承和科技創新的關係，，長期傳承長期傳承、、

做好做精做好做精。。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任芳頡北京報道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的老字號有上萬家，如今僅
餘下1,000多家。究其原因，主要是老字號理念相

對傳統、創新能力不足，企業負擔的歷史包袱較重，受
制於規模較小，難以抓住市場發展的大好機遇。在當前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逐步推進的大背景下，如何在傳承傳
統技藝、誠信經營的同時，引入先進工藝和現代企業制
度，結合新的市場需求推陳出新，成為當前老字號共同
面臨的重大課題。

老字號重在「做好做精」
此前，全國政協委員赴湖南、浙江、天津、上海等省
市調研老字號發展。委員們認為，提升中華老字號品牌
質量，不是一味追求做大做強，而是要專注於長期傳
承，做好做精。「做老字號切忌浮躁心理，人家企業10
個億，100個億你不要羨慕，可能這個老字號頂多一個
億兩個億」，全國政協委員張彥森認為，老字號企業不
能盲目貪大。
「中國的老字號企業要從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全
國政協委員張連起認為，歐洲、日本等一些小的門店，
一傳承就是數百年，它的故事就是它的文化價值，「健
康的企業就長壽，中華老字號不需要多大，而要長

壽」。對此，全國政協委員張其成呼籲引導老
字號品牌做合理延伸，「有些倒掉的品牌做一
些跟原來主業毫不相關的業務，盲目做大。這
就不是合理延伸。」張其成認為，求大不等於
求強，求強就要守「一」。

籲建立老字號品牌數據庫
老字號應該是優質產品和服務的代名詞，但
如今，一些老字號卻紛紛陷入商標權和品牌糾
紛，甚至遭遇魚龍混雜、真假難辨的窘境。全
國政協常委劉凡說，中華老字號的認定要求擁
有商標所有權和使用權，但老字號不等於註冊
商標。他提醒老字號企業說：「馳名商標的認
定和保護制度可以為中華老字號提供有效法律保護，中
華老字號企業要及早樹立品牌保護戰略，懂得用有關法
律法規來保護老字號的知識產權。」
僅靠企業的品牌意識還不足以解決魚龍混雜的問題。

全國政協常委李玉光認為，我國對字號和商標實行分別
登記立法和管理制度，造成老字號的字號權和商標權衝
突頻發。為此，李玉光建議通過專門法律對老字號品牌
給予保護，同時，要建立老字號品牌數據庫，包含老字

號的詳細信息，便於查詢。

拓融資渠道 促國企老字號改制
保護老字號除了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之外，市場手段

也大有可為。全國政協委員張紅力建議，完善相關金融
政策，可拓寬老字號資金來源渠道，同時政策性和商業
性金融機構要加大對優質老字號的貸款力度，對專項貸
款進行貼息，以降低老字號融資成本。全國政協常委張
海濤還認為，應將老字號納入重大主題宣傳範疇，講好

中國老字號的故事。
此外，國有獨資和控股的老字號企業佔所有中華老字

號企業的1/5。全國政協委員劉文偉認為，要改革，就
要尊重市場規律，國企老字號企業改制工作勢在必行，
「通過改制，可以更好地解決傳承問題，另外還要鼓勵
國字號企業員工持股參股，解決老字號企業動力問
題」。全國政協委員黃淑和也表示，要卸下國企老字號
沉重的「歷史包袱」，對國企老字號加快實施混合所有
制和股權多樣化改革，他建議從增量上引進社會資本。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任芳頡北京報
道）北京市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17日落下帷幕，
北京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李士祥當選為北京市政
協副主席。是次會議，委員們重點關注民生問題，
圍繞大氣污染、城市副中心建設、交通擁堵等方面
提出針對性意見，共收到提案1,023件，其中，立
案967件，轉有關部門參考30件。
對於2017年北京市政協的主要任務，北京市政
協主席吉林表示，今年北京市政協將就大氣污染治
理階段性目標，組織開展專題調研、視察考察、座
談研討等活動。
除大氣污染治理階段性目標之外，納入今年北京
市政協主要任務的還有「加大統籌力度，疏解中心
城區人口」、「加強靜態交通治理，緩解城區交通
擁堵」、「加大水污染治理力度，不斷改善生態環
境質量」、「加強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推進歷史文
化名城」，以及房地產市場調控等，北京市政協將
圍繞這些主要任務，開展議政協商、座談研討等。
對於北京市政協委員今年的工作，吉林也提出了
要求。他說，當前，首都北京正處於落實城市戰略

定位、加快建設國際一流和諧宜居之都的關鍵階
段。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疏解非首都功能、推
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治理「大城市病」、籌辦冬奧
會冬殘奧會，使命光榮，任務艱巨。

委員要講真話、進諍言
吉林說，「我們要更加自覺地圍繞中心、服務大

局，認真履職，積極建言，為首都改革發展出實
招、謀良策。要積極引導各界群眾正確對待改革發
展帶來的利益格局調整，發揮委員的界別特色和專
業優勢，講真話、進諍言，助推各項改革發展舉措
落實到位，努力為首都改革發展添助力、增合
力。」
數據顯示，截至1月15日12時，大會共收到提

案1,023件。提案委員會對本次會議提出的提案逐
件進行了審議。其中，立案967件，轉有關部門參
考30件。
北京市政協提案委員會主任王英傑在閉幕大會上

表示，提案內容涵蓋首都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
其中，涉及經濟科技方面的提案159件，主要建議

有積極推動京津冀協同創新發展，加快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增強實體經濟發展動力，激發民間投資創
新活力，推動智慧型園區建設，提升雙創品質和效
率，構建「高精尖」經濟結構，促進服務業擴大開
放綜合試點工作，推動特色小城鎮建設與發展等。

涉城鄉建設管理提案最多
402件提案涉及城鄉建設和管理方面，主要建議
包括高標準推進城市副中心建設，提高城市智能化
管理水平，綜合施策治理交通擁堵，完善停車管
理，提高公共交通服務水平，推進海綿城市建設，
加快污水處理和水環境治理建設，持續狠抓大氣污
染治理，加強老舊小區綜合配套設施建設管理等。
涉及公共事業發展方面的提案共269件，建議包

括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
革，推進中醫藥業發展等。涉及社會、法治建設方
面的提案193件，建議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完善重
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運用大數據切實加
強首都人口調控，推進社會化養老服務體系建設，
加強京港澳台交流等。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夏微上
海報道）滬自貿區掛牌以來，香港各界人士對
其關注度居高不下，港澳委員們亦是發揮着他
們國際化視角的優勢，為滬自貿區的不斷深化
提供真知灼見。是次上海兩會恰逢自貿區三年
試行期結束，委員們紛紛為下階段發展獻計獻
策。委員們建議，自貿區應進一步加大創新力
度，完善、落實「金改」政策，加強滬港金融
合作，在自貿區建立「一帶一路」仲裁平台
等。

創新力度有待加強
不少委員指出，對比其他自貿區，上海自貿

區的創新力度略顯不足。上海市政協常委、香
港豪都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屠海鳴稱，中央對
於上海自貿區的要求是「開放度最高」和「可
複製可推廣」，這就要求滬自貿區不僅要走在
內地其他自貿區前面，更要把全球所有領先的
經驗都吸納消化。
「但上海自貿區過於依賴中央給予的政策支

持，以海關通關為例，上海已經做到了內地的
極致了，但若再想有所突破就涉及到了中央層
面的政策和立法。這就需要增加地方的立法
權，或上海更主動地向中央申請一些政策的支
持。」屠海鳴對比香港自由貿易港不難發現，
滬自貿區的港口服務水平與通關效率仍有差
距，且檢驗檢疫的措施較為複雜。此外，香港
相關的法律更為細緻完善，上海方面仍需改
善。

籲建滬港金融合作智庫
滬自貿區成立三年來，出台了多輪「金改」

方案，委員們提出，「金改」真正已經落地的
內容亟須梳理，將尚未落實的政策盡快落實。
在加強滬港金融合作，促金融改革方面，上海
市政協委員、香港中銀國際英國保誠資產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長謝湧海以「滬港通」為例指
出，「滬港金融合作大有可為，可推動兩地由
滬港通之下的股票『交易通』向金融『服務
通』轉變。」他還建議，「成立滬港金融合作
智庫」、「鼓勵內地互聯網資本攜同香港專業
人士成立信用評級機構」、「兩地共同監管跨
境資金的流動」、以及「鼓勵滬港兩地的金融
機構成立指數公司」等，促進滬港金融進一步
合作。
上海市政協委員、香港捷豐集團董事總經理

姚珩則提到，目前外匯形勢緊張、內地境外投
資業務受阻的情況下，深圳在新業務模式的突
破上已經走在了前面，但上海自貿區核心區在
跨境股權雙向投資方面還在摸索階段，「希望
滬自貿區盡快出台跨境股權雙向投資的試點政
策」。

倡設「一帶一路」仲裁平台
此外，謝湧海還提交了一份關於在自貿區建「一

帶一路」仲裁平台的提案。雖然上海自由貿易區
已構建了自貿區仲裁院、自貿區仲裁規則、涉自
貿區仲裁規則的司法審查及執行意見，這三位一
體的自貿區仲裁機制。但謝湧海認為，其在立足
全國和服務國家戰略方面仍有很大潛力可挖。他
表示，可利用自貿區仲裁機制為「一帶一路」雙
邊投資保護協議提供仲裁、為「亞投行」的區域
性投資項目提供仲裁、為「絲路基金」的海外投
資項目提供仲裁，力爭在國際仲裁規則制定中發
出「中國聲音」，切實配合國家「一帶一路」戰
略，維護國家利益和「國際公平公正」。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任芳
頡北京報道）北京市政協委員、著名書畫
家、程茂全今年向北京市兩會提交了有關
積極推廣書法文化的提案。他在接受本報
訪問時表示，書法應變為小學必修課程，
在推動書法進校園的過程中，也要注入中
國傳統文化內涵。
程茂全是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北京市

書法家協會理事，習字已有50餘年，今年
在政協會議上的提案也與書法有關。程茂
全認為，文字傳承着人類的文明，某種意
義上來說，中華民族的文字也代表了中華
民族的歷史，將書法變為中小學必修課，
對於傳承民族文化有着深刻的教育意義。
「其實有一部分中小學已經有了書法課，
但由於師資力量的匱乏，普及性還遠遠不
夠，文化對於民族發展具有不可輕視的義
務和責任。」

「書法不僅僅
是寫毛筆字這麼
簡單，書法是一
種藝術，包含着
做人的準則，人
生的經歷，學習
內容的豐富，博
采眾長，最後形
成自己書寫的特
色，它融入了自己的精神，融入了中華民
族的血脈，這才是中國書法精髓所在。」
程茂全表示，「將書法推動的同時也要注
入中國傳統文化內涵。過去提到書法、書
畫，很多人覺得都是高高在上的，抑或動
不動就談錢，但實際上文藝作品不該有那
麼多銅臭味，還是要接地氣，並且能讓老
百姓接觸、欣賞到，這是對國家、對民族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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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任芳頡北京
報道）北京市政協委員蘇丹近日在北京市政協十
二屆五次會議「治環境補短板提高城市規劃建設
管理水平」專題座談會上提出建議，希望北京市
規劃展覽館向社會免費開放，獲得北京代市長蔡
奇的當場回應與肯定。「根據剛才委員提出的建
議，北京市規劃展覽館將向社會免費開放。」
蘇丹建議做好「陽光規劃」工作。他說，「陽
光規劃」，即考慮到城市規劃的專業性，在公示
城市規劃結果之前，將規劃過程適度向公眾開
放，邀請市民參與、歡迎市民監督，借此增進市
民的主人公意識，提升城市規劃的合理性。

鼓勵民眾參與城市規劃
北京市規劃展覽館是展示首都發展建設軌跡的
窗口，是市民了解城市規劃知識的途徑，蘇丹
說：「關心城市規劃工作是人民的權利，目前展
覽館成人票價30元，我建議取消門票，免費向
市民開放。」他表示，部分展區，如當代北京城
市規劃展區和未來城市規劃展區，這些與市民生
活息息相關的部分應免費向市民開放。
蘇丹建議利用展覽館中局部的空間改造成「陽
光議事廳」，把專業性工作適度向市民開放，並
允許市民參與旁聽，通過旁聽，使得缺乏專業知
識的市民能夠最大限度理解規劃，並給予合理反
饋。「在涉及到市民民生的城市建設等重大舉措
方面，通過展覽館讓規劃的研究和決策過程適度
走進公眾視野是合理而有效的。」
此外，他還建議，建立合理的討論會旁聽機

制，如旁聽申請渠道設立、旁聽人員資格要求、
旁聽人員反饋信息收集與回應等，真正使市民參
與成為可能。

委員建言京津冀試點醫養結合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任芳

頡北京報道）在京津冀一體化戰略背景下，
三地如何協作發展醫養結合，委員們在北京
兩會記者會上建議，可在京北與張家口、承
德相接區域，開展醫養結合試點。
北京市政協委員楊立萍表示，北京市近

年在推進醫養結合工作上已取得不少進
展，養老機構醫療服務覆蓋率達到了
95.8%，61家還納入了醫保。在居家養老
方面也有很多舉措，規範了醫療護理服務
的項目，為老年人在社區建立了醫療檔
案，使得老年人在社區就享有醫療服務，
統籌了社區養老和醫療的資源。
北京市政協委員董瑞認為，三地應首先在

社會保障、醫療保險、醫保、救急救危等政
策上接軌，京津冀醫養結合可以考慮在張家
口、延慶、承德、懷柔、密雲等三地銜接地
區，試點推進京津冀醫養結合模式。在推動

醫養結合工作中，同時充分發揮中醫藥在醫
養結合養老方面的獨特優勢。

鼓勵醫養結合進社區
北京市政協委員王以新表示，醫聯體也

要更好地服務醫養結合，一所三級醫院可
以聯手一定區域的二級醫院和社區的衛生
機構，讓居民選擇就近的醫療關係，首診
在社區，逐層分診。同時，積極開展遠程
醫療和專科醫療，不斷提高醫生醫療診治
水平，讓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有均等化的
醫療機會，還要積極鼓勵社會辦醫。
北京市政協委員余立新表示，推動醫養

結合進社區，要打造居民可以共享的健康
信息平台。讓居民了解周圍的醫療資源情
況，也要讓醫院方面能夠了解養老需求。
最終通過社區健康信息平台，使居民實現
「我的健康我知道，我的健康我管理」。

■■11月月1212日日，，全國政協第全國政協第6161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在京召開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在京召開，，俞正聲主持會議並講話俞正聲主持會議並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程茂全 記者任芳頡 攝

■■北京代市長蔡奇回應委員們的建議北京代市長蔡奇回應委員們的建議 。。
記者任芳頡記者任芳頡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