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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整理

政 協

上午9時 小組會議（圍繞委
員關心的問題協商建言，部
分界別舉行界別協商會議）

下午3時 全國政協十三屆
二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大
會發言

建台胞台企登陸第一家園 推更多惠台政策應通盡通

習
近
平

兩岸融合發展
福建探索新路

：

記者會

上午8時45分 科技部部長
王志剛等就「加快建設創新
型國家」相關問題回答中外
記者提問

上午10時30分 國家市場
監督管理總局局長張茅、國
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焦
紅、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
長雨就「加強市場監管維護
市場秩序」相關問題回答中
外記者提問

下午3時 生態環境部部長
李干傑就「打好污染防治攻
堅戰」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
者提問

習近平說對台工作既要着眼大
局大勢，又要注重落實落

細。兩岸要應通盡通，提升經貿合
作暢通、基礎設施聯通、能源資源
互通、行業標準共通，努力把福建
建成台胞台企登陸的第一家園。要
加強兩岸交流合作，加大文化交流
力度，把工作做到廣大台灣同胞的
心裡，增進台灣同胞對民族、對國
家的認知和感情。要在對台工作中
貫徹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對台灣同胞一視同仁，像為大陸百
姓服務那樣造福台灣同胞。去年以
來，我們推出「31 條 惠 台 措
施」，福建實行「66 條實施意
見」，取得顯著成效，廣大台灣
同胞都是受益者。要把這些措施
落實到位，同時要聽取台灣同胞
呼聲，研究還可以推出哪些惠台
利民的政策措施，只要能做到的
都要盡力去做。

台青赴陸築夢更有信心
「我在廈門生活20年，創業在廈
門，也長期為台商台胞服務，帶領
台商到大陸拓展展覽及市場。」廈
門台青王乃仙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福建省去年頒佈「66條實施意
見」，廈門市也配套推出了60條惠
台舉措，吸引了更多台青往福建落
地投資。「希望未來有更多惠台政
策出台，讓台商享有與大陸居民同
等的生活工作政策，並將這些政策
落地執行，讓台灣青年來大陸創業
築夢圓夢更有信心。」王乃仙說。
青年台商侯承希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福建與台灣距離近，風俗習
慣、氣候條件等等都相似，十分適
合成為台青登陸第一家園。「尤其
大陸一直在開放，各地也推出了諸
多惠台政策，很多台商台青對大陸
的了解也在逐步深入，所以大家都
慢慢往內陸地區發展。」侯承希表
示，希望福建能繼續加大惠台舉措
的推出及落實，真正成為台青登陸
第一家園。

泉州澎湖盼直航常態化
廈門台協會長吳家瑩對習近平總

書記談到探索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徑
深有感觸。吳家瑩說，相信廣大台
商台胞有信心參與到兩岸融合發展
道路上來，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盡
一分力。
「去年，泉州晉江水率先直供金

門，通水至今已累計供水200多萬
立方米。金門供水工程，讓『兩岸
一家親，共飲一江水』成為了現
實，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政治價
值。」全國人大代表、泉州市委書
記康濤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
表示，今年元宵當天，澎湖縣長賴
峰偉訪問泉州提出希望將當日簽署
的泉州與澎湖直航「常態化」。
「希望在泉州和台灣澎湖相關部

門的協調下，兩岸航空公司調配運
力執行泉州與澎湖之間的空中直航
航班，爭取航權、航班和時刻等資
源。」康濤說，澎湖民眾80%祖籍
泉州，兩地淵源深厚，希望泉州與
澎湖兩地空中直航成為聯結兩地同
胞的「精神紐帶」。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

新華社及記者蔣煌基

報道，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昨日

上午在福建代表團參

加審議。習近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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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會上，雷
金玉、張林順、蘭平勇、康濤、陳國鷹、潘
越、丁世忠、章聯生等8位代表先後圍繞打
好脫貧攻堅戰、建設美麗鄉村、發展遠洋漁
業、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建設「數字中
國」、擴大對外開放、推動創新發展、促進
老區蘇區發展等問題發表意見。有代表談到
以創新變革打造民族品牌，習近平說，你
2001年就做這件事，現在仍然在做，而且
越做越大。做企業、做事業不是僅僅賺幾個
錢的問題。實實在在、心無旁騖做實業，這
是本分。

不斷增強中國影響力
習近平在最後的重要講話中肯定福建的

工作，希望福建的同志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穩中求進工作
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統籌做好穩增
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保
穩定工作，努力在營造良好發展環境上再創
佳績，在推動兩岸融合發展上作出示範，為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圓滿收官打下堅實基礎。
習近平強調，要營造有利於創新創業創造的

良好發展環境。要向改革開放要動力，最大限
度釋放全社會創新創業創造動能，不斷增強我
國在世界大變局中的影響力、競爭力。要堅持
問題導向，解放思想，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開
放，給創新創業創造以更好的環境，着力解決
影響創新創業創造的突出體制機制問題，營造
鼓勵創新創業創造的社會氛圍，特別是要為中
小企業、年輕人發展提供有利條件，為高技術
企業成長建立加速機制。

助民企實現創新發展
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落實鼓勵引

導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各項政策措施，為各
類所有制企業營造公平、透明、法治的發展
環境，營造有利於企業家健康成長的良好氛
圍，幫助民營企業實現創新發展，在市場競
爭中打造一支有開拓精神、前瞻眼光、國際
視野的企業家隊伍。要發揮經濟特區、自由
貿易試驗區、綜合實驗區、21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核心區等多區疊加優勢，不斷探索新
路，吸引優質生產要素集中集聚，全面提升
福建產業競爭力，力爭在建設開放型經濟新
體制上走在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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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在講
話中指出，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要飲
水思源，決不能忘了老區蘇區人民。要梳理排
查、抓緊工作，確保老區蘇區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進程中一個都不掉隊。要堅持精準扶貧、
精準脫貧，找到問題根源，增強脫貧措施的實
效性。各級領導幹部要有不怕疲勞、連續作戰
的頑強作風，深入一線，深入群眾，及時解決

脫貧攻堅中的難點問題，確保各項目標任務如
期完成。加快老區蘇區發展，要有長遠眼光，
多做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相協調相促進的文
章，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突出打好藍天、碧
水、淨土三大保衛戰。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
領，全面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全面推
進黨的各方面建設，以堅強有力的黨組織確保
工作任務落實。

確保老區不掉隊

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3月9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

會議香港代表團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外商投

資法草案時發言，圍繞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和法治建設

以及香港的作用，談了幾點思考和體會：一、本屆全國

人大及其常委會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認真履行

憲法法律賦予的職責，進一步彰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

的崇高憲制地位和廣泛憲制權力；二、全國人大及其常

委會始終堅定不移推進國家法治建設和進步，為我國改

革開放始終沿着正確道路前進提供了強大法治力量，香

港同胞在這個偉大進程中既是受益者也是貢獻者；三、

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重要特徵是更加突出制度型開放，呼

喚國家制定更加完備的外商投資法律，為營造國際一流

營商環境提供堅強法治保障；四、香港在國家新一輪高

水平對外開放進程中迎來了「天時地利人和」俱備的黃

金新時代，一定能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發揮更多新優

勢、實現更好新發展、再創香港新輝煌。 詳刊A2

法治建設引領開放
港優勢作用更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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