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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與量接受訪問時表示，福建省港區政
協委員聯誼會主要匯聚省內各市、縣

的港區政協委員，現有會員超過700人，不
少會員是各個同鄉會、校友會、商會的骨
幹，他們都有廣泛的影響力，能夠迅速聯繫
鄉親，並在很短時間內號召參與到各類社會
事務中，是聯誼、團結鄉親的重要力量。
劉與量笑指，「我們福建人十分講義氣，

大家都能在鄉親的號召下，積極地參與到各
類社會活動中，能夠把鄉親們都發動起來，
這就是一股很強的力量。」

群組發信息 增委員間溝通
他續指，「聯誼會內存各個會員的聯繫資

料，做到大家『隨傳隨到』。近年我們更建
立了各類通訊群組，發放即時的重要信息，
讓委員及時了解及掌握內地及香港最新政治

社會形勢，並且增加委員之間的聯繫互動，
大大提高了彼此的溝通效率。」
劉與量說，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每

年均會舉行會員大會，每個季度都會舉行會
長會議，分享國家最新發展狀況，分析香港
社會現狀，以加強會內凝聚力。去年會員大
會上，眾委員就一同研讀了十九大報告，冀
在十九大精神指引下更好地開展會務活動。
除了關心香港社會事務，聯誼會亦不時組

織各類考察活動，加強委員與家鄉的了解互
動。「我們每年會安排委員到省內3個地級
市考察，例如去年我們到莆田、龍岩、漳州
考察，和當地領導見面交流，藉此了解家鄉
狀況、尋找機遇。」

領港青識國 增民族自豪
談及現時香港小部分青年的政治傾向激進

的問題，劉與量認為，家長、學校、社會應

在教育方面多做功夫，引導香港青年認識國
家，培養正向思維，增強民族自豪感。他希
望香港青年多到內地交流，了解內地情況，
不要被別有用心的人所誤導。
展望未來，劉與量冀同仁充分發揮委員的

「雙重積極作用」，堅守「一國」之本，善
用「兩制」之利，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同時繼續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保持香港社會繁榮穩定。

劉與量總結閩籍港區政協聯工作
關心兩地發展 積極參政議政 為社會注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李摯）一年之計在於春，眾

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近日紛紛總結

過往工作，並探索新發展之路。福

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劉與

量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

專刊訪問，分享他與眾閩籍港區委

員一同服務社會的心得及經驗。他

表示，未來將繼續關心國家、關心

香港的發展，並且帶領港區福建省

政協委員積極參政議政，充分發揮

委員的「雙重積極作用」，為香港

社會注入更多正能量。
■劉與量

■福建省港
區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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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譚旻煦昆明報道）雲南省
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與香港特區
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駐粵
辦）早前在昆明共同舉辦港澳委
員新春聯誼會，與在昆明出席雲
南省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的港澳
政協委員共敘友誼，共迎新春。
雲南省政府港澳辦副主任王偉
介紹說，過去一年，港澳各界高
度關注雲南發展，香港新華集
團、香江國際、華潤集團、恒隆
集團、港中旅集團等一批港澳知
名企業的投資項目落地雲南。
他續說，雲南省正在建設的跨境經濟合
作區、瑞麗開放開發試驗區和滇中產業新
區，尤其受到港澳朋友的青睞。借助泛珠
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及商洽會、昆交
會、旅交會等平台，雲南與港澳地區的合
作得到深化，成果豐碩。

鄧家禧：支援港人抓內地機遇

駐粵辦主任鄧家禧表示，2017年對香港
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它不僅是香港回
歸祖國20周年，也是新一屆特區政府就任
之年。行政長官於去年10月在施政報告中
提出，特區政府會作為促成者和推廣者，
通過駐內地辦事處及轄下的聯絡處，加強
聯繫，為港商搭建與內地相關部門直接溝
通的平台，以提升香港與內地的緊密關
係，並支援港人港商更好把握內地的發展
機遇。

同時，駐粵辦也會通過更多的「政府對政
府」的對話，與內地和海外建立更多雙邊或
多邊聯繫，以推廣香港優勢，吸引更多內地
和國際企業、投資者和人才落戶香港。
他表示，駐粵辦將會繼續通過與雲南省

政府和非政府機構、商會的密切聯繫，推
動滇港合作。舉辦各類相關活動宣傳香港
優勢，同時協助港人港商在滇發展。
今年6月，還將有香港館在昆明亮相中
國—南亞博覽會，重點宣傳香港的優勢。

雲南省政協港澳委員聯誼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周亞明 貴陽報道）「只
要遊子的心靠近了，一切都好
辦、都能辦了」，貴州省港區政
協委員程燕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訪問時說，教育
文化交流就是促進香港和內地互
相認知、互相尊重、互相引以為
傲，從而真正實現兩地一家親的
有效途徑。
程燕是香港銳興實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亦是香港貴州歸國華僑
聯合會副主席。有別於一般港商
給人的印象，程燕在商不言商，
行走香港和貴州之間，更多關注
的卻是兩地教育文化交流。
此次來黔參會，並升任貴州省

政協常委，她提出「高等教育與
人才回流並舉，深化改革與引智
招商同輝」的建議。

兩岸四地姊妹校達44所
其實，早於2015年7月，程燕參加當年
貴州省兩會時已倡議以「學子手牽手，貴
港一家親」為主題的締結姊妹學校方式，
推動國情認知和教育交流。在貴州省委統
戰部的大力支持下，該倡議得以全面啟
動。

先是港黔兩地4所學校簽約成為「姊
妹」，影響迅速擴展到澳門和台灣。時至
今日，黔港澳台兩岸四地姊妹學校已達22
對44所。目前，這一計劃正以每年5對10
所的進度推進。
深受貴州當前大力發展大數據、大旅

遊、大生態戰略鼓舞，程燕倍感教育文化
交流的重要和迫切。
她介紹說，從去年起，已將兩岸四地教

育交流層次提升至高等教育。去年，澳門
大學和貴州興義民族師專、澳門大學文學
院和貴州財經大學小語種（葡語）教育交
流、香港珠海學院和貴州財經大學等等，
相繼簽約合作。
同時，去年還組織香港大學超過20名青

年教師到貴州關嶺縣支教。她透露正計劃
組織香港青年和貴州青年的更多交流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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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王

逍 江西報道）江西省兩會期間，港區江西
省政協委員濟濟一堂，交流參加是次會議
的感受，探討未來如何融入興贛富民的大
計，為故鄉江西謀福祉。

吳輝體：全方位推贛港合作
江西省政協常委、永隆集團（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吳輝體表示，又是一年
兩會時，他看到家鄉在過去一年的發展佳
績很是歡欣鼓舞。他在現場號召大家，響
應江西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認真履行委
員之責，積極建言獻策，以個人擔當，全
方位推動江西與香港的合作交流。
是次，香港永通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李江山履新江西省政協常委。他
說，港區江西省政協委員們將沿襲上屆港
區委員們的優良傳統，以他們為榜樣，積
極投身到江西大發展之中。
江西省政協委員、香港珠海社團總會常
務副會長、香港綠湖亞太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長郭堅華則說，這次會議的會風會紀很

好，大家更能
靜下心來建言
獻策，扎根江
西十餘年來，
每每參加政協
會議，都會感
覺身上的擔子
沉甸甸。
與老委員們

輕車熟路不同
的是，王氏港
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張瑞燊首次
擔任政協委員多了點緊張。
他說：「從遞交提案到參會建言，我都
是在學習的過程中。江西是華東、華南的
後花園，具有科技和勞力的優勢，正好我
們公司從事電子科技設備，未來會有很大
的合作可能性。」
據悉，按照往年慣例，江西省兩會召開

前夕，江西省委、政府主要領導均在駐地
會見港澳地區省政協委員和在贛全國政協
香港委員、特邀海外僑胞代表，共商興贛

富民大計。

鹿心社劉奇謝委員心繫贛鄱
是次會見期間，江西省委書記鹿心社、

江西省省長劉奇對委員代表們心繫贛鄱、
情繫桑梓的赤子情懷表示感謝，並充分肯
定大家為促進江西與港澳台和海外的合作
交流，加快江西經濟社會發展所作的積極
貢獻，為大家及各自家屬們愛國愛港愛
澳，堅定維護「一國兩制」不動搖而點
讚。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譚
旻煦昆明報道）雲南省政協十二屆一次會
議港澳界別委員中共有15名新委員，新華
集團主席、全國政協委員蔡冠深的女兒蔡
頌思，是本屆委員中的90後委員，她此前
多次到過雲南，深深喜愛雲南的民族文化
和普洱茶，還多次為推廣雲南民族文化及
普洱茶做過「司儀」。
第一次履職，蔡頌思顯得既緊張又興

奮，「一開始我都不知道該說什麼，但是
老委員們都鼓勵我，告訴我該怎麼做，我
這才試着講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議。」

蔡頌思說，她第一次在會上發言，就給
雲南提出了如何留住人才、喚回人才的建
議，受到了當地媒體的關注。她稱，自己
會發揮所長，爭取為雲南的發展獻力。
「做了48小時政協委員，我發現大家進
入狀態都非常快。自己也要加快腳步，盡
快多些了解雲南現在的狀況，認真履
職。」委員伍碧洋一席話說出了大家共同
感受。
在新一屆港澳界別的委員中，有一些家

鄉就在雲南，回到家鄉倍感親切，鄧宣宏
雁委員一直關心助力家鄉的慈善事業；彭

倩委員一直資助昭通貧困學子完成學業。
李皓君委員的妻子是雲南人，他也對雲南
充滿了感情。

港政協委員交流 為江西謀福祉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黃冬、李兵 成都報道）四川省政協第十
二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日前在成都舉行，
來自香港的四川省政協委員林懋達說，過
去5年，四川經濟高速發展，產生了質的
變化；創新試驗取得突破性進展，具有里
程碑式的意義。去年，四川地區生產總值
達36,980.2億元，在全國排名靠前，期待
在未來有更好的發展。
去年6月，國家商務部與特區政府簽署

了內地與香港的CEPA投資協議和CEPA
經濟技術合作協議進一步放開內地市場，

今年港澳台同胞在內地就業可用住房公積
金買房等一批新政落地。林懋達認為，這
將令香港與內地聯繫愈來愈緊密。
林懋達表示，在「一帶一路」倡議、粵

港澳大灣區等重大國家戰略中，香港有獨
特的地位和優勢，「成都正在建設西部金
融中心，香港人才資源豐富，未來合作空
間巨大。」
來自澳門的鄭建東是四川省新一屆政協

委員，他認為，成都和澳門都是旅遊城
市，在傳統文化、美食娛樂等方面可展開
深入的合作交流。

蔡頌思初上政協路 為滇留人才獻策

四川政協會揭幕 林懋達：港「帶路」有優勢

■林懋達（右一）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訪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冬 攝

■部分港澳委員聽取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冬 攝

■蔡頌思委員第一次在政協會議上發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 攝

■兩會期間，港區江西省政協委員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攝

■■出席聯誼會的港澳政協委出席聯誼會的港澳政協委
員與嘉賓合影員與嘉賓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攝攝

■程燕坦言，教育文化交流的根本目的在
於力促兩地一家親。

■去年港黔
姊妹學校締
結 交 流 活
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