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盧冶吉林報道) 政協吉林省第十
一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
會議近日開幕，會議以「加強誠信
吉林建設，營造良好發展環境」為
議題，重點對吉林省近年來誠信建
設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存在的問
題以及下一步的工作重點進行梳理
討論，會期一天。
大會首先聽取了吉林省政府常務

副省長林武關於誠信建設的專題報
告，並經小組會就政務、商務、企
業、文化等誠信分議題進行討論，
最終審議通過了吉林省政協《加強
誠信吉林建設，營造良好發展環

境》的建議案。
林武在報告中指出，誠信問題是

影響中國社會經濟健康運行的重大
問題。他提出，一定要堅持問題導
向，找差距，比不足，明目標，定
措施，將危害群眾利益，阻礙市場
公平交易的行為作為制止和懲戒的
重點。林武表示，近年來，吉林省
高度重視誠信體系建設和營造良好
發展環境工作，借鑒浙江省推行的
群眾和企業辦事「最多跑一次」的
理念和做法，深入實施互聯網+政
務，切實簡化企業辦事流程，吉林
省發改委正在積極推進企業審批流
程再造，進一步完善統一審批標

準，明確審批範圍、流
程和權限。
會上，委員們普遍認
為，政府應發揮引領作
用，增加群眾對政府的
信任度和企業的獲得
感，由此帶動社會、企
業、個人的誠信行為；
同時還應注重培養企業
的誠信思維，進一步完
善誠信評價體系，充分
利用科技手段，從制度
和立法上約束失信行為
和增加失信成本。

近年來，為穩步推進誠信吉林建
設，營造良好營商環境，構建起親
清新型的政商關係，吉林省深化
「放管服」改革的同時，積極營造
適宜企業發展的「軟環境」。
2016年8月，吉林省軟環境辦公

室成立，重點圍繞規範執法服務行
為、出台便民服務措施、完善工作
保障機制等政務誠信建設開展工
作。其中，「多證合一」改革、清
理政府拖欠資金、智能管理平台建
設和軟環境協調機制、弘揚社會主
義核心價值觀等工作取得顯著成
效。按照「能合就合，能簡就簡，
能減必減」的原則，原32個涉企證
照實行了「一窗受理，一網辦理，
一照一碼」的辦理模式，企業無須
東奔西走，辦事效率明顯提升。
此外，構建統一平台強化全社會

對環境的監督功能，與涉及誠信與
環境的各級單位企業建立協商機
制，開展投資與經營項目負面清單
調研工作等，這都為塑造誠信吉
林，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奠定了良
好基礎。
據悉，今後吉林省還將在加強信

息對稱性，推進第三方信用產品應
用等方面下功夫，讓誠信之花開遍
吉林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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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開消息，記者梳理各地省級政協
會議的時間安排發現，2018年1月下

旬有多個省份的兩會將「扎堆」舉行，對於
各地政府來說，2018年的一月份毫無疑問
將是十分忙碌的開年之月。

京政協會期六天半
北京市政協近日召開常委會，決定北京市
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將於今年1月22日召
開，會期六天半。2018年，大氣污染、
「大城市病」治理等問題，將成為北京市政
協專委會的調研、協商重點，同時，今年會
期較往年延長，時間為六天半。
據了解，作為首善之都的北京，在2018
年將圍繞落實京津冀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

控聯治措施、北京城市總體規劃「雙
控」、「三線」政策等開展協商調研；還
將圍繞「大城市病」治理，老舊小區綜合
整治、共有產權房規劃建設、新一輪平原
百萬畝造林、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等問題開
展調研。

津粵政協同天開幕
記者梳理發現，天津市政協十四屆一次會

議和廣東省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都將於1月
23日召開。另據河北省政協官方發佈，河北
省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將於2018年1月24
日在河北省會石家莊召開，會期4天半。
而上海市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則將於

2018年1月22日至27日舉行，會期六天。

1997年設立的直轄市重慶，將在今年1月25
日迎來重慶市政協五屆一次會議，而重慶這
一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金融、科創、航運
和商貿物流中心，西部大開發重要的戰略支
點、「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重要的聯結
點、內陸開放高地的兩會時間，也必將迎來
各界和媒體的廣泛關注。

多地嚴明換屆紀律
作為十九大的開局之年，改革開放四十年

的關鍵年，與常規年份的省級兩會相比，作
為換屆之年，各地省級兩會上的人事議題無
疑更是備受關注。營造風清氣正的換屆環
境，保證換屆的嚴明紀律，也多次出現在各
省級政府的官方報道中。

據媒體報道，海南省六屆人大一次會議
籌備工作會議指出，要強化紀律，嚴格按
照「九個嚴禁，九個一律」等換屆紀律的
要求，把紀律挺在前，杜絕違反換屆紀律
的不良現象出現，確保大會風清氣正。而
據山東當地媒體報道，在2018年山東省兩
會召開期間，將首次成立省兩會會風會紀
監督組，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列席
人員、工作人員遵守政治紀律、組織紀
律、換屆紀律和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情況進
行嚴格檢查。
據內地媒體報道，以省級人代會為例，

在各地已經公佈的會議議程中，除了常規
的審議或審查政府工作報告等六個報告之
外，各地大都列出了大會的相關選舉事

項，其中多數省份明確將選舉省級監察委
主任。目前已經有部分省份明確了當地省
市縣三級監察委的組建時間表。如安徽、
湖南、遼寧等省份明確將在今年1月底前
完成省市縣三級監察委組建工作，四川要
求今年2月上旬前完成組建，貴州明確將
在2月底完成組建。

本疊內容：人民政協 教育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省級兩會本月相繼開幕
強調換屆紀律風清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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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各地已開始進入一年一度的省

級地方兩會緊張籌備時間。截至目前，多個

省份將地方兩會時間定在一月下旬。然而

2018年的地方兩會又與常規年份不同，今

年的省級地方兩會將完成省級人大、政府、

政協的集中換屆，因此多地政府也在官方發

文中強調嚴明換屆紀律，確保大會風清氣

正。近日，各地省級政協也陸續召開會議，

就即將召開的兩會部署工作，完善保障，確

保會議順利召開。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馬曉芳

北京報道

京政協港澳台僑委搭平台
促委員發揮「雙重積極作用」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2017年，北京市政協
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堅持以委員為主
體，積極搭建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
政議政履職平台，組織引導港澳委員發
揮「雙重積極作用」、港澳台僑工作顧
問發揮建言獻策特殊作用，創新工作思
路和工作機制，一年中，共組織各項履
職活動60次，420人次參加，委員和工作
顧問共提出意見建議260條，在繼承中發
展、在發展中創新，突出愛國愛港，為
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出積極貢獻。
中共十九大開幕當天，就有26名港澳
委員和工作顧問撰寫感言，累計在香港
《文匯報》、《諍友》等媒體刊物發表
40餘篇。港京交流協進會舉辦了「慶祝
香港回歸20周年三大男高音」音樂會。

助力青少年人心回歸

北京市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還
舉辦首屆「三年百人計劃——香港青年
學生北京社會實踐活動」，加強對香港
青年的教育培養，讓他們感受祖國創新
發展的偉大成就，自覺將個人發展與香
港和祖國的發展有機結合起來。舉辦
「京港澳青少年中華文化體驗營」，港
澳100名中小學生與北京學生通過羽毛
球、乒乓球等項目的比賽交流，參與文
化體驗活動，感受中華民族悠長的歷史
和中國人民拚搏奮鬥的精神。協助北京
政協教文衛體委完成第二屆「京港青少
年科技創新交流營」和「京港姊妹校簽
約暨交流活動」。組織香港大專院校學
生來京，與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
院等院校進行交流。

充分發揮委員主體作用
在專項視察中，70位港澳委員和工作

顧問圍繞「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動京津
冀協同發展」來京進行視察、考察，提
出意見建議44條。對港澳委員共提出62
件提案進行督辦。赴港宣講黨的十九大
精神，通報2017年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
情況等，聽取港澳委員和顧問的意見及
建議。
組織委員參加《北京市社會救助實施

辦法》立法協商工作。召開港情台情通
報會，為委員、顧問、區縣政協幹部全
面了解港台最新情況，準確把握中央政
策提供幫助。舉辦慶香港回歸20周年
「2017香港時尚產品博覽．北京工展
會」。129家香港企業、110多個香港原
創品牌、近300件消費性產品參展，積極
促進了兩地經貿往來和交流。

構建港澳台僑外事工作大格局
為積極拓展渠道，北京市政協領導率

團赴越南、老撾、柬埔寨等國與有關政
黨進行交流，參加「美麗北京 綻放世
博」為主題的2017阿斯塔納世博會等活
動，推動對外交流工作。以國慶、中秋
為平台，邀請各
界朋友出席視察
聯誼活動，與在
京港澳和台籍學
生共慶佳節、共
敘友情，發揮了
人民政協大團
結、大聯合的作
用。
接待台灣大學

等6個台灣參訪
團，並組織海外
華裔青少年參加
「中國書畫日」
活動。同時協助

舉辦了「京港洽談會——科技金融助力大
眾創新萬眾創業」專題論壇。簽署《京津
冀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交流合作協
議書》，為協同共贏奠定基礎。

全國政協開新版網站
增加雙周會專題入口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正值辭舊

迎新之際，全國政協新版門戶網站近日正式
上線開通，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張慶黎
出席開通儀式並正式啟動門戶網站。
據了解，建設全國政協新版門戶網站，
是全國政協機關黨組貫徹落實十九大精神和
習近平總書記網絡強國戰略思想，更好地服
務全國政協履行職能、加強政協機關建設的
重要舉措。

香港文匯報記者點開全國政協新版門戶
網站看到，網站一改舊版的傳統紅黃色調，
調整為簡潔明快的政務藍，版式上也由傳統
的窄屏替換為當前流行的寬屏，設計風格更
具現代氣息。同時，網站依舊保留了舊版的
入口，方便習慣舊版的讀者點擊查閱。
新版網站不僅版式風格新穎，在內容上

也增添不少。新增的頭條新聞功能，可以讓
讀者點開首頁的同時就能一覽最重要新聞，

同時新版網站強化了圖片視
頻新聞比重。
記者觀察發現，新版網站

專門在首頁的醒目位置新增
加了雙周協商座談會、專題
議政性常委會議等政協工作
的專門入口，進一步突出委
員履職服務的有關內容，並
推動網站結構扁平化，增強
便利性和易用性。同時，新
版網站還為全國政協領導專
門開設了活動報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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