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當日舉行的中國海外交流協會第六次
會員代表大會上，來自五大洲90多個

國家和地區的600餘名僑界知名人士以及國
內涉僑部門負責人作為應聘顧問、常務理事
和理事出席大會。全國政協副主席韓啟德當
選為中國海外交流協會第六屆理事會會長，
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裘援平當選為常
務副會長。
是次會議將進一步推動中國與海外華人、
華僑的交流合作，成為凝聚中國各界人士與
海外華人華僑，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中國夢的盛會。

以僑為橋增進各國交往
中國海外交流協會成立於1990年11月，
是由中國大陸各界代表人士、港澳台同胞及
有關團體自願結成的全國性、聯合性、非盈
利性社會組織，宗旨是廣泛聯繫海外及港澳
台僑界人士及團體，增進友好情誼，發展合
作交流，受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的業務指導。
俞正聲在會見時指出，中國海外交流協會
作為中國政府聯繫海外僑胞、開展民間友好

合作的重要平台和紐帶，成立
近30年來，不斷深化與海外僑
胞的聯誼交往，以僑為橋，在
促進中外經濟、科技、文教等
領域交流合作，維護和促進國
家統一，傳承和弘揚中華文
化，增進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
人民友好交往等方面發揮了重
要而獨特的作用。
當前，中國的發展正站在新

的歷史起點上。全國人民正在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
央堅強領導下，以新的精神狀
態和奮鬥姿態把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推向前進。
俞正聲強調，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將

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作出全面部署。中國發
展的光明前景將為世界帶來更多福祉，也將
為海外僑胞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舞台。廣大
僑胞要繼承弘揚優良傳統，充分發揮自身優
勢，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作出新
的更大貢獻。

俞正聲四點希望寄予海外僑胞
俞正聲向廣大海外僑胞提出四點希望：一

是講好中國故事，促進中外友好合作。要更
好地融入和回饋當地社會，充分發揮融通中
外的橋樑作用，客觀真實地向各國民眾介紹
中國國情和發展進步，為中國改革發展營造
良好外部環境。二是加強互助協作，共謀僑

社僑胞福祉。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良傳
統，以維護和促進僑社和諧為己任，在涉及
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海外僑胞生存發展等重
大問題上團結一心、加強協作，不斷增強凝
聚力和影響力。三是把握歷史機遇，參與民
族復興大業。要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在更大
範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上參與中國經濟
社會發展，成為民族復興大業的參與者、貢

獻者和受益者。四是堅守民族大義，維護促
進祖國統一。要緊密團結在民族復興的旗幟
下，一如既往地關心和支持中國和平統一大
業，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分裂破壞行徑，在
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道路上作出新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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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海外僑胞優勢
維護促進祖國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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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應格魯吉
亞議會、波黑議會民族院、黑山議會邀
請，9月18日至26日，全國政協副主席、
民建中央第一副主席馬培華率全國政協代
表團對上述三國進行友好訪問。馬培華就
雙邊關係、各領域務實合作、「一帶一路」
建設、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等與對方交換
了意見，並介紹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現狀以
及即將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
大會有關情況。

馬培華表示，中國與三國傳統友誼深厚，
建交以來雙邊關係發展順利，政治互信不斷
深化，經貿、文化和教育等各領域合作快速
發展。中方將三國視為中國在中東歐的好朋
友，開展「一帶一路」合作和中國—中東歐
國家合作的好夥伴。中方尊重格魯吉亞、波
黑以及黑山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尊重三國人
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讚賞三國政府堅定
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中國與此次訪問的三個
國家都處在各自發展的關鍵時期，中方願同

相關國家攜手努力，本相互尊重、平等
互利的原則，保持高層交往和各級別對
話，挖掘務實合作潛力，推動雙邊關係邁
上新台階。
三國領導人強調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讚賞中國取得的巨大發展成就以及在國際舞
台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表示願意進
一步推動雙邊關係的發展，積極參加「一帶
一路」建設和「16+1」合作，並預祝中共十
九大取得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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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9月28日在北京會

見出席中國海外交流協會第六次會員大會的全體代表。他強調，即

將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將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作出全面部署。中國

發展的光明前景將為世界帶來更多福祉，也將為海外僑胞發展提供

更為廣闊的舞台。廣大僑胞要繼承弘揚優良傳統，充分發揮自身優

勢，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

委員籲發展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齊
續
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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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月月2828日日，，俞正聲在北京會見出席中國海外交流協會第六次會員大會的全體代表俞正聲在北京會見出席中國海外交流協會第六次會員大會的全體代表，，並發表講話並發表講話。。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王曉
雪綜合報道）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
會9月29日在京召開第五次人口與發展座
談會，圍繞當前中國養老領域的問題和對
策進行座談、討論，建言獻策。與會委員
和專家學者們認為，面對當前中國養老服
務業存在的困難、問題和挑戰，建議深化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好養老服務業的頂
層設計，推動發展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
系。全國政協副主席羅富和出席座談會。
人口與發展座談會是全國政協人口資源

環境委員會打造的一個圍繞人口與發展重
大戰略問題協商議政的重要平台。是次座
談會把焦點放在養老問題上，旨在發揮人
民政協協商民主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
作用，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廣泛匯聚各
方面的智慧和力量。

做好養老服務業頂層設計
10位長期關注養老問題的全國政協委

員、北京市政協委員，民進中央、九三學
社中央的專家學者在會上作了主題發言。

委員和專家學者們認為，黨的十八大以
來，中國養老服務初步實現了從保障特困
人群向保障全體老年人基本養老的轉型，
從重視機構建設向居家社區機構協調發展
的轉型，從補缺型、碎片化向體系化、制
度化、多元化
的轉型，為構
建更加成熟完
善的中國特色養
老服務體系奠定
了堅實基礎，為
積極應對人口老
齡化提供了重要
支撐。
從總體看，

當前中國養老
服務業還存在
不少困難、問
題和挑戰。與
會人員建議深
化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做好

養老服務業的頂層設計，推動發展多層次的
養老保障體系，加速壯大全國社保基金，建
立健全法律法規和相關標準，大力推進醫養
結合，加強老年人慢病防控，並呼籲全社會
形成正確的養老觀。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全國政
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務副主席齊
續春9月22日至29日率領全國政協
無黨派人士界委員考察團赴新疆維
吾爾自治區，就「特色小城鎮建設
情況」開展考察。
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
視特色小城鎮發展，制定了一系列
重要政策措施。齊續春說，新疆維
吾爾自治區黨委、政府積極落實黨
中央決策部署，特色小城鎮發展已
經取得了很多成績，初步走出了一
條獨具特色的新型城鎮化路子。新
疆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獨特的民俗
風情、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在
「一帶一路」建設中具有獨特區位
優勢。在新疆搞好特色小城鎮建
設，有利於改善人民群眾生活環
境，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意義十分
重大。

民族元素融入小城鎮建設
齊續春指出，要充分認識特色小

城鎮建設的特點和內涵，注重挖
掘、保護、傳承、創新本地特色；
特色小城鎮建設要與脫貧攻堅緊密
結合，一手抓城鎮化，一手抓精準
扶貧；要在環保問題上畫出紅線，
特色小城鎮既要有產業特色，又要
保護自然環境；要把民族文化、民
族元素特別是民族團結元素融入特
色小城鎮建設中，傳承和發揚好多
元多彩的民族文化。
考察團在新疆期間，深入到烏魯

木齊市、阿勒泰地區、伊犁哈薩克
自治州、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等
地，實地考察當地開展特色小城鎮
建設過程中，在夯實城鎮產業基
礎、完善城鎮服務功能、優化城鎮
生態環境、提升城鎮發展品質等方
面取得的新成就、新經驗。同時，
考察團發揮無黨派人士界別優勢，
走訪慰問基層中小學校、敬老院，
題寫校名、院名，捐贈善款共50萬
元，傳遞全國政協委員對民族地區
各族群眾的關心關懷，幫助當地改
善養老、教育等事業發展。

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築中國夢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王

曉雪綜合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9月27日在北京會見
全國少數民族參觀團全體成員。他強調，
要堅持手足相親、守望相助，加強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
共濟和諧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一家
親，同心共築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
獻。
全國少數民族參觀團由國家民委組
織，成員來自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
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共225人，由
全國各地各行業湧現出的優秀民族團結代
表組成，是近年來人數最多的一次，也是
基層比例最高的一次。據了解，在北京參
觀前，參觀團已赴上海、浙江考察。

深入理解國情增進民族認同
組織少數民族參觀團到祖國內地參觀
學習，是我國民族工作的一項光榮傳統，

已成為我們黨密切聯繫群眾、促進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性安排。俞正聲指
出，通過這種形式，各族幹部群眾進一步
加深了對我國統一多民族基本國情的了解
和理解，增進了對改革開放取得成就和展
現出的勃勃生機的自豪，增強了對偉大祖
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也增強了各民
族大團結、同心實現中國夢的強大動力，
實踐證明行之有效、深受歡迎，必須繼承
好、發揚好。
俞正聲勉勵大家當好學習貫徹習近平

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黨中央治國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示範者；當好民
族地區脫貧奔小康的帶頭人，確保民族地
區同全國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當好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進者，讓全國各族
人民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當好祖
國統一、社會穩定的捍衛者，促進邊疆繁
榮穩定、人民安居樂業。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加快
推進「大三亞」旅遊經濟圈建設是海
南省政協的重點調研課題，海南省政
協日前就此召開專題協商座談會，省
領導、省直屬職能部門負責人和政協
委員、專家學者、旅遊企業代表圍繞
「大三亞」旅遊經濟圈建設積極建言
獻策。海南省委書記劉賜貴表示，要
加快推動「大三亞」一體化進程，形
成帶動全省旅遊經濟發展的「龍頭」
和新的增長極。
此前，海南省政協主席于迅帶領調

研組，先後赴三亞、陵水、保亭、樂
東等市縣開展實地調研。調研組召開
13次座談會，廣泛聽取市縣政府、旅
遊業內人士和發改、旅遊、交通等相

關職能部門的意見和建議。在扎實調
研基礎上，形成書面材料46份，完成
4個子課題報告。

開國際旅遊航線建國際旅遊島
在專題協商座談會上，三亞市政協

主席容麗萍表示，三亞要從產業發
展、人流物流集散中心建設、標準化
服務管理、區域優質資源共享等方面
扛起「大三亞」旅遊經濟圈「領頭
羊」的責任擔當。
李仁君、孫積英等委員認為，旅遊

經濟圈一體化發展要以旅遊業為先導
產業，構建科學合理的產業體系，釋
放旅遊經濟圈區域經濟增長極的帶動
作用。推進海南旅遊供給側改革，創

新融資體制機制，為「大三亞」旅遊
經濟圈一體化建設提供資金保障，建
議開通國際郵輪三亞到南海及南海周
邊的國際旅遊航線，建設國際旅遊
島。
劉賜貴強調，「大三亞」區域資源

稟賦得天獨厚，建設「大三亞」旅遊
經濟圈，是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科學合理佈局，充分發揮資源最
大效益的必然選擇。要充分認識建設
「大三亞」旅遊經濟圈的重要意義，
牢固樹立「全省一盤棋」理念，互聯
互通、互利互補，以差異化、精細
化、國際化推進區域一體化，進而引
領帶動全省東、西、南、北區域組團
和中部生態核心區的協調發展。

馬培華率團訪問格魯吉亞、波黑、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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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院醫生上門為失能老人做體檢及康復訓練養老院醫生上門為失能老人做體檢及康復訓練。。 中新社中新社

■■新疆吐魯番市高昌區亞爾特色小鎮新疆吐魯番市高昌區亞爾特色小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