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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最中國驕傲
委員齊讚港珠澳大橋

連日來，港珠澳大橋消息熱度不減。這座跨越伶仃

洋，連接香港、廣東珠海和澳門的世界最長跨海大橋

自通車以來受到海內外各界廣泛關注，被譽為「世界

新七大奇跡」之一。委員們認為，港珠澳大橋是「一

國兩制」下粵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交

通工程，它的建成通車令人振奮，對於港澳同胞、對

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來說，都是一個備受歡迎的喜訊。

委員們表示，港珠澳大橋打通了粵港澳三地互聯互通

的重要通道，將極大縮減人員和貨物流動的時間和成

本，大大加強了三地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溝通及交

流，促進多座城市協同發展、共融共通，對商業互通、

人心相通均具有重要意義。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任芳頡北京報道

港珠澳大橋的建設與一位港籍政協委員
的推動密不可分。1983年，時任全國

政協委員的港商胡應湘率先提出興建內伶仃
洋大橋（港珠澳大橋前身）設想，35年來一
直不遺餘力地堅持推動修建這座大橋。時隔
35年，在港珠澳大橋開通儀式上，胡應湘稱
港珠澳大橋的建成「圓了自己的心願」。

促粵港澳三地共同發展
「胡應湘先生曾邀請我到他的辦公室，親
自講述建設大橋的宏偉計劃和工程技術。那
段往事，我至今記憶猶新。全國政協委員李
山說：「大橋的建成、通車，將香港、珠
海、澳門等地的市場和社會連接在了一起，
它將成為香港、澳門和內地協同創新、融合
發展的重要紐帶，對於支持香港、澳門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全面推進內地、香港、澳門
互利合作具有重大意義。」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
國春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總書
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

家戰略，而港
珠澳大橋正是
其中非常重要
的基礎設施建設。該工程是廣東、香港、澳
門三地成功合作的典範，有助經濟互聯互
通，發揮各自所長，共同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並且增強三地競爭力，形成一體化的市
場格局，從而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展現更
多的優勢。
「對澳門居民來說，港珠澳大橋意義非
凡，我們早早便盼望通車。」全國政協委
員、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副會長何潤生表
示，澳門土地資源緊缺、經濟多元發展頗受
約束，大橋開通以後，粵港澳1小時生活圈
將逐步形成，粵港澳三地的人流、物流、資
金流互聯互通，將為未來的投資興業、旅遊
文化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澳門連通香
港，到香港機場出行也更加方便。我們可以
借助這一優勢，吸引更多的國內外遊客來澳
門旅遊度假。」何潤生說。
「港珠澳大橋連接的不僅是城市，更是人

心。」全國政協委員孟麗紅表示，大橋的開
通將大大加強三地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溝
通及交流，促進共融共通。粵港澳形成「一
小時生活圈」，廣闊的伶仃洋從此變通途，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邁上了快車道。

融入國家發展加快灣區建設
「港珠澳大橋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建

設粵港澳大灣區的『加速器』。」委員們認為，
更為便利的交通將進一步促進香港旅遊、航運、
物流、會展等行業，同時有助發揮香港在金融、
專業服務、基礎科研等方面優勢。
「從港珠澳大橋到粵港澳大灣區是從超級

工程到超級灣區的過程。」全國政協委員黃
西勤表示，港珠澳大橋打通了粵港澳大灣區
互聯互通的「任督二脈」。未來，不僅粵港
澳經濟融合不斷加深，灣區專業服務業的交
流合作也將不斷深化。灣區發展將充分發揮

港澳的專業優勢、國際化視野的優勢、國際
語言的優勢、國際化平台的優勢，充分發揮
珠江三角洲地區廣闊的市場和專業人才的優
勢，一個高端、專業、國際化的大灣區和城
市群，必將成為華麗的現實圖景。
全國政協常委、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

主席蔡冠深表示，港珠澳大橋與廣深港高鐵
同為內地與香港跨境基礎設施建設的重大合
作工程，便民、利港，讓香港騰飛再創高
峰。港珠澳大橋通車後將進一步形成香港與
內地、特別是大灣區在人流、物流等方面的
無縫對接，為香港及整個大灣區的持續發展
提供新動力與新機遇。
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經濟學會顧問
劉佩瓊表示，港珠澳大橋不僅聯通運輸，更
有助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推動大灣區建設。
大灣區是「一帶一路」重要節點，香港在其
中扮演溝通內外的橋樑作用，因此港珠澳大

橋效益的輻射範圍不僅限於珠江西岸，還可
延伸至「一帶一路」沿線。「一帶一路」建
設同港珠澳大橋相結合，對香港來說是新的
市場，必然促進整個區域的發展。
廣東省政協委員陳丹丹則是把目光投向了

粵港澳的數據庫建設。她認為三地結合的數
據庫可更有效地推進各行業拓展，更有效、
更有針對性地精準配對各自需求，更有助於
科研領域的發展。「港珠澳大橋開通後，大
灣區未來在科技、教育、醫療、金融等專業
領域的拓展，和國際化的大型交流活動會迅
速增加並有質量地發展。」陳丹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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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政協建言社會保障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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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創業初心接力改革偉業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任芳頡 北
京報道） 近日，京津冀政協主席聯席會議第四次
會議在河北召開，繼京津冀交通一體化、全面創新
改革試驗、水資源協同保護之後，此次會議主題拓
展到民生領域，聚焦與京津冀民眾切身利益緊密相

關的社會保障共建共
享，三地政協還分別組
織委員和專家學者就此
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
調研，掌握了大量翔實
數據，形成了高質量的
意見建議。
會上，國家人力資源

和社會保障部相關部門
負責同志通報相關政策
部署，相關政府部門介
紹工作進展。
北京市政協主席吉林

認為，推動新時代首都
新發展，要牢牢把握高
質量發展這個根本要

求，要從京津冀戰略空間來考量。吉林表示，要深
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對北京重要講話精神，貫徹黨
中央關於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部署，緊緊抓住
「疏解非首都功能」牛鼻子精準施策，緊緊抓住雄
安新區建設的歷史契機深入探索，緊緊抓住人民群

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持續用力，推動
京津冀社會保障領域共建共享。政協組織要堅持建
言資政和思想政治引領「雙向發力」，充分發揮人
才薈萃、智力密集、聯繫廣泛、上通下達的優勢，
貢獻「政協力量」，凝聚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
天津市政協主席盛茂林表示，要深入學習貫徹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把深入貫徹
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重大國家戰略作為重大政治責
任。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增進思想共
識，堅持問題導向，健全制度機制，進一步拓展社
會保障領域協同發展的廣度和深度。要繼續發揚三
地政協交流合作的好傳統，擴大交流交往，深化協
商議政，形成強大合力。
「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

謀劃、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河北省政協主
席葉冬松強調，要認真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為助推社會保障
協同發展增進共識、凝心聚力。要認真梳理意見建
議，力爭使會議成果轉化為黨政決策參考和工作措
施。選擇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重大議題，完善協商
議政的內容和形式，把三地政協作用發揮好。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俞鯤 武漢報道）湖北省
政協近日舉行「聚焦深度貧困，保
證脫貧質量」月度協商會，以現場
與遠程相結合、線上與線下相結合
的方式進行，設立省政協主會場和
十堰市政協、宜昌市政協分會場，
組織省、市、縣三級政協委員遠程
協商。省政協主席徐立全主持會議
並講話。
2015年至2017年，湖北全省共
有315.91萬人脫貧，貧困發生率
由2014年底的12.7%下降到2017
年底的4.8%，但目前還有9個深
度貧困縣，507個深度貧困村，
293.3萬人口需要脫貧。
主會場委員們建議，實現整體
脫貧，必須處理好普惠與特惠的
關係，進一步改善貧困村所有農
戶能夠共享的生產生活條件，同
時兼顧臨界非貧困戶，對他們在
就醫、教育、產業等政策上給予
分級分類減量化扶持。做到扶貧
「扶志」與「扶智+扶業」並
重，提升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
將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
接，確保脫貧工作的扎實穩定和
可持續。

十堰市政協委員陳宣提出，扶
貧車間建設要不斷完善「企業+易
地搬遷集中安置點+扶貧車間」等
利益聯結模式和利益分配機制。
宜昌市政協委員何克春就推動優
質醫療資源下沉建言，省級層面
應出台相關政策，將在基層醫院
工作的經歷，作為職稱評定、職
級晉升等的前置條件，引導支持
優秀醫務人員下沉基層。
主會場與分會場亦展開互動，

宜昌分會場主持人、宜昌市政協
主席宋文豹就「如何加強基層醫
療衛生人才隊伍建設，尤其是全
科醫生培養」發問。主會場省衛
計委副主任朱惠民現場回應：將
落實基層人才激勵政策，擴大鄉
鎮衛生院骨幹人員特崗津貼項目
的補助範圍，加大全科醫生轉崗
培訓力度，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建
設，繼續開展大專層次鄉村醫生
的定向培養工作。
本次遠程互聯協商在網上直播

的同時，還將網民們的「金點
子」引入直播頁面，截至當天中
午11點，協商會直播有近41.6萬
網友觀看，點讚量達1.9萬，有
150條網友留言。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周亞明 貴州
報道）「在『百千萬行動』中，我們打通了市、縣
兩級醫院原來的『梗阻』，力求最大限度解決老百
姓就近就醫問題」，貴州省安順市政協委員張雲東
近日表示。據悉，今年7月初，貴州政協系統啟動
脫貧攻堅「百千萬行動」，號召百名政協領導掛幫
百個貧困鄉鎮、千家委員企業幫扶千個貧困村、萬
名政協委員結對萬戶貧困家庭。安順市和關嶺縣兩
級人民醫院結成「醫聯體」，正是「百千萬行動」
的一個縮影。
作為安順市人民醫院院長，張雲東及其醫院在「百
千萬行動」中的任務就是結對幫扶關嶺縣人民醫院。
一是向關嶺「輸出」「軟實力」，將市級醫院相對成
熟的管理模式「複製」到關嶺縣人民醫院；二是向關
嶺派人，先後派出行政管理、內科、普外科、骨科、
兒科、婦科等十多個專業70餘名專家和醫護人員進
駐。據了解，其間關嶺縣人民醫院門診診療人次和住
院收治人次分別上升30.20%和9.42%，開展三級以上
手術台次較同期上升79.54%，而外科新開展的直腸
癌根治術則填補了之前的空白。
安順市西秀區政協委員熊忠德在秀水村一呆就是兩

年多。「我可是給區裡下了『軍令狀』的，村裡貧困
戶不脫貧我就不回去！」。熊忠德引導村裡制定了發
展規劃，帶領村民修建聯戶路3,000米、機耕道2,800
米，手把手教村民種植西紅柿300餘畝、韭黃150
畝、蔬菜300畝。之前村裡的73戶貧困戶已有59戶
226人已成功脫貧，貧困發生率降至1.49%。
安順市普定縣政協委員蔣文武依託當地花燈藝術，

以農民演員入股的方式組織當地貧困戶註冊成立全省
首家鄉鎮一級演藝公司，以「公司+合作社（演出團
隊）+農戶（演員）」機制開展訂單式文化產業扶
貧。目前已成立鄉村文化演藝團隊19支，開展免費
藝術培訓130餘次，培養了近300人的民間文化演藝
隊伍，簽約演員142名，其中貧困人口81人。僅今年
春節期間，公司就帶動村級文藝團隊演出44場，人
均收入破5,000元人民幣。
脫貧攻堅「百千萬行動」截至目前，貴州省級政

協主席、副主席已掛幫10個鄉鎮，各市、縣政協主
席、副主席掛幫659個貧困鄉鎮；35家省政協委員
企業幫扶5個縣、9個貧困鄉鎮、53個貧困村，各
市、縣政協1,799家委員企業幫扶2,018個貧困村；
省、市、縣三級政協共11,000餘名委員結對幫扶了
貧困戶。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馬曉芳北京報道）全國
工商聯近日發佈改革開放40年
百名傑出民營企業家名單。阿
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
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
行官馬化騰、華為技術有限公
司總裁任正非、百度公司董事
長兼首席執行官李彥宏、聯想
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名譽主席
柳傳志、小米科技有限責任公
司董事長兼執行官雷軍、杭州
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宗
慶後等人入選。
全國工商聯黨組副書記、副

主席樊友山介紹，推薦宣傳活
動於今年6月中旬啟動，經過層
層篩選、嚴格審定，最終確定
了百名傑出民營企業家名單。
入選的百名傑出民營企業家，
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具
有標誌性意義，社會影響廣
泛，示範作用突出。活動旨在
展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營經
濟發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示

民營企業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建設者風采，大力弘揚優秀企
業家精神，營造民營企業家健
康成長的良好環境，更好地激
勵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不
忘創業初心，接力改革偉
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中國夢作出新的貢獻。
樊友山強調，當前，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非公
有制經濟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
人士成長既迎來更多機遇，也
面臨更大挑戰。希望廣大民營
企業家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堅
定理想信念，乘勢而上、勇立
潮頭，踐行新發展理念，弘揚
企業家精神，發揮企業家作
用，推動企業高質量發展，積
極履行社會責任，助力打贏三
大攻堅戰，更好地完成新時代
賦予的重任，為促進中國經濟
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繼續奮鬥。
會上，企業家代表劉永好、

宗慶後、陳東升回顧創業故
事，暢談了感想體會。

■■問鼎多項世界之最的港珠澳大橋問鼎多項世界之最的港珠澳大橋2424日正式通車運營日正式通車運營，，這座粵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跨海通道點燃了粵港澳大灣區融合這座粵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跨海通道點燃了粵港澳大灣區融合
發展的引擎發展的引擎，，並成為大灣區在並成為大灣區在「「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下跨境協作的成功範例下跨境協作的成功範例。。 新華社新華社

■■下地種莊稼下地種莊稼，，上台當演員上台當演員。。笑逐顏開的普定縣鄉村文化演藝笑逐顏開的普定縣鄉村文化演藝
公司的農民演員公司的農民演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周亞明 攝攝

■■京津冀政協主席聯席會議第四次會議現場京津冀政協主席聯席會議第四次會議現場。。 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