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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榮譽主席吳良好，全國政協委員、香

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澳區全國政協
委員張宗真，福建省政協常委蔡建四，福建
省政協委員陳昆先後發言，與會委員們圍繞
學習貫徹習總書記「11．12」重要講話精神
暢談心得體會，並針對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
和「一國兩制」實踐提出意見和建議。
在座談會上，吳良好說：「我有幸參加港

澳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
聆聽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最大的感受是，
習總書記肯定香港過去在改革開放中的貢
獻，飽含了對香港同胞的真摯情感；習總書
記肯定香港在國家未來改革開放中的作用，
對香港寄予厚望。」

吳良好：港應積極融發展大局
吳良好表示，習總書記用「獨特地位、貢

獻重大、作用不可替代」三個詞，來突出香
港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的貢獻；用「龍頭作

用、示範作用、助推作用、橋樑作用、試點
作用、借鑒作用」指出了香港創造的成績。
習總書記的這一組新提法，是國家對香港作
用前所未有的肯定，亦是一份有史以來分量
最重的表揚，這是港人樂於見到的評價。
他清晰記得，習總書記在會見現場與香港

代表團的許多成員握手，飽含了對香港同胞
的真摯情感，讓他們深受感動。
吳良好說，習總書記在講話中不僅再次宣

示，愈是環境複雜，中國愈是要堅持改革開
放不動搖，並強調在國家擴大對外開放過程
中，香港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仍
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的地位和
作用只會加強，不會減弱，這讓他們感到更
安心、更放心、更有信心。
吳良好指出，習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出的四

點希望，為香港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香
港應該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參與國
家「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在服
務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過程中，貢獻國家，

發展香港，造福港人，不負習總書記的厚
望。

吳換炎勉鄉親愛國愛港
吳換炎亦表示，2018年11月12日，他作

為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
訪問團的一員，有幸得到習總書記的親切會
見，認真聆聽了習習總書記的講話深受鼓
舞，推動「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有了
更加清晰的奮鬥目標。
吳換炎認為，習總書記強調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着國家改革開放和
「一國兩制」事業進入新時代。他表示將不
負眾望，更加積極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更加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加積極參與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更加積極參與「一帶一路」
建設。
吳換炎續說，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作為

香港市民、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和香港福建社
團聯會主席，他有責任、有義務認真學習和

貫徹習總書記講話精神，並以高度的責任感
和使命感，積極帶領香港同胞特別是香港閩
籍鄉親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鼓勵香港同胞和
閩籍鄉親發揚「愛國愛港」精神，為維護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貢獻應盡的力量。

崔玉英：促閩港澳交流合作
福建省政協主席崔玉英亦充分肯定了閩籍

港澳委員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福建經濟社會發
展中作出的重大而獨特的貢獻，希望與會的

港澳委員進一步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維護
好港澳地區的長期繁榮穩定；進一步發揮
「雙重積極作用」，促進閩港澳交流合作，
團結引領閩籍鄉親積極投身家鄉發展，為推
進新福建建設貢獻智慧力量。
崔玉英表示， 「堅信在習總書記『11．

12』重要講話精神的指引下，奮發有為乘勢
而上，香港澳門必將迎來新時代更好的發
展，祖國發展和福建建設必將迎來更加美好
的明天。」

閩政協港澳委員學習習總書記講話
耿惠昌赴座談會宣講發言 逾百人出席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蘇榕蓉、蔣煌基 福州報道）1月16日下午，福建省政協港澳委員學習

「習近平總書記『11．12』重要講話精神座談會」在此間舉行，福建省政協主席崔玉英主持是次座談會，全國

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耿惠昌出席並交流式宣講發言，港澳地區政協委員逾百人出席。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蘇榕蓉、蔣煌基福州報道）「雖然福建
省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閉幕了，但是我
們建言獻策履職不會謝幕，期待2019年
能更好地盡職履職，聚民意、匯民
智。」為期5天的福建省政協十二屆二次
會議日前落下帷幕，回顧是次政協會議
歷程時，港區政協委員黃永龍受訪時如
是表示。
黃永龍稱，今年他是第二次參加福建
省政協會議，「覺得整個會議氣氛融
洽，政協工作報告及提案小組工作報告
都做得認真細緻，委員們認真討論問
題，真正發揮了參政議政的作用。」

黃永龍：履職實踐永不停
黃永龍續說，返港後亦將繼續履行自
己的工作職責，未來會吸收不同的意
見，發揮「雙重積極作用」。
他補充：「每一個港區政協委員都是
福建發展的參與者，也必將是受益者，
應該主動研究自己所熟悉的領域，並將
研究經驗、成果分享到促進新福建建設
的各個領域中。」
港區政協委員、福建省政協提案委員
會副主任陳昆亦表示，身為港澳委員，
既要珍惜政協委員榮譽，樹立良好形
象，亦要進一步提高依章履職的主動
性，既要在內地經濟社會發展中獻計出
力，建言獻策，也要在推進「一國兩
制」偉大實踐中，貫徹中央對港澳的方
針政策，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
港澳長期繁榮穩定，「這都是我們港澳
委員履職盡責的最大考量，深感責任重
大，使命光榮。」

協商上雲 碎片時間也議政

據悉，福建省出台了一系列新措，促
進政協委員提升履職能力水平，引導委
員「懂協商、會協商、善議政」。福建
省政協出台「數字福建政協雲」App，該
App有全會服務、委員履職、委員提
案、社情民意等板塊，政協委員可以通
過「數字福建政協雲」查詢大會通知、
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進行網上協
商等。
據了解，「數字福建政協雲」App的

基本功能正在福建省級政協委員中安裝
試用。2020年1月福建省兩會前，將在
省、市、縣三級政協委員中推開使用。
港區政協委員景濃表示，「網上履

職」，即使是「碎片」時間也能協商議
政，「既提高效率，又拓寬了政協協商

議政的渠道，使協商民主扎根於更加深
厚的民意土壤。」
據悉，通過加快推進信息化基礎工程

建設，加速打造「數字福建政協雲」，
福建省打破了委員履職的時空限制，率
先跨入「網上政協」和「掌上履職」時
代。

閩政協會議閉幕 委員續「聯網」履職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李兵成都報道）四川自然資源豐富，人
文底蘊深厚，有享譽全球的九寨—黃
龍、峨嵋—樂山以及國寶大熊貓等世界
級的旅遊文化資源。有世界級的旅遊資
源，卻引不來世界各國的遊客。原因是
什麼？究竟該如何突破呢？四川省政協
港澳委員積極為四川入境遊支招。
「我曾去過九寨溝，領略過她那獨特
的魅力，至今記憶猶新。」四川省政協
委員、香港海洋集團掌門人何家駒說，
但是，當地旅遊環境仍存在一些問題，
上檔次的酒店不多，飲食太「四川
化」，滿足不了各國遊客個性化需求。
為此，何家駒建議，四川旅遊既要保
留自身獨特的個性品質和文化魅力，又
要提升接待能力，打造出具有國際水準
的旅遊產品。

加強軟實力 配合「新國潮」
「四川大多數旅遊產品是對資源簡單
的粗包裝，缺乏對旅遊資源的整體開發
與民族地域等特色的挖掘。」 四川省政

協委員、澳門
工商聯會副會
長 鄭 建 東 認
為，四川旅遊
需不斷提升產
品 品 牌 知 名
度，強化對重
點 線 路 的 包
裝，還需引入
類似迪士尼這
樣的高端國際
品牌。
四川省政協委員、澳門華人集團（國

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蔡明威介紹，他
曾到過很多國家和地區，都能看到川菜
館，川菜品牌的推廣營銷做得非常成
功。「一些國外遊客或許是品嚐了川
菜，才有了去四川旅遊的衝動。」
蔡明威表示，川菜代表了四川旅遊文
化的軟實力，四川應加大川劇、大熊貓
等旅遊文化品牌推廣力度。
「要想讓年輕一代愛上數千年的歷史

文化，就需讓歷史『活』起來。」四川

省政協委員、鳳凰衛視主持人盧琛說，
四川可以借鑒上述經驗，讓三星堆、樂
山大佛等穿越歷史回到現實，賦予它們
新的生命，讓孩子們玩起來。
「隨着國人的覺醒和自信回歸，一種

『新國潮』運動悄然興起。」盧琛說，
年輕一代愛時尚、講個性，並理性回歸
買國貨、用國貨、晒國貨，成為「國潮
青年」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傳統不是
束縛而是底蘊，四川厚重的歷史文化無
疑具有極大的開發潛力。」

委員支招「入境遊」優化川旅遊品牌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 繆健詩）香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
聯誼會日前舉行會員大會暨2019年
新年聯歡晚宴，有近百名會員出席同
歡。
該會會長、全國政協委員朱銘泉表

示，聯誼會今後將會帶領各會員繼續
發揮港區政協委員的雙重作用，為魯
港兩地的發展建設作出應有貢獻。
會員大會上，朱銘泉匯報了該會過

去一年的主要工作，指該會一直秉持
創會宗旨，高舉愛國愛港旗幟，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在香港發生大是
大非時敢於站出來，為香港的愛國愛
港事業做出了好成績。同時，該會去
年特別舉辦了雙招雙引活動，為魯港
兩地的交流合作搭建了新的橋樑之
餘，更助力推動山東的新舊動能轉換

工程以及經濟建設。他為此感謝各會
員對活動的積極參與及支持。
展望未來，他說，該會將會加強與

香港各主要社團的交流聯繫，以及加
強與友好社團的合作，亦會協助各山
東省相關社團的工作，一同為香港、
為山東、為國家建設更美好明天。
應邀出席的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張

強發言時，讚揚聯誼會多年來在朱銘
泉及各首長的帶領下為國家、為香港
做了大量工作，貢獻良多。他並期望
各委員今後能為國家的發展，以及香
港的繁榮穩定作出更多新的貢獻。
中聯辦社聯部副部長鄭戰良，港區

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總幹事王新友，
香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常務副
會長王家惠、宮瑞卿，副會長施教
益、鄭和國、王富剛等亦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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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自2004年以來，四川省
政協港區委員、香港福慧教育基金會副會
長李惠貞，通過福慧教育基金會等平台先
後籌資 9,000 萬元，舉辦「福星班」、
「勵志班」，讓超過兩萬名大涼山貧困孩
童受益。
「少年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我們

的職責便是把這一顆顆散落『草叢』的
『金子』找出來，逐個擦拭乾淨，從而點
亮他們的人生。」李惠貞說，一顆愛心是
她14年不間斷資助大涼山孩童的不竭動

力。
「每年我都會去大涼山，少則一周，多

則半月。」李惠貞表示，她當選四川省政
協委員已有11個年頭，資助大涼山孩童成
為她履職的重要內容之一。

盼當地居民能「同步小康」
「最近，我又去了一次大涼山，看到了

大涼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她期待大涼山的孩子能過上幸福生活，

盼望大涼山的人民與全國人民一道同步小
康。

李惠貞情繫大涼山
籌近億元助兩萬貧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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