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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沈清麗）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

會日前接待由福建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邢善萍率領的訪問團一行，賓主暢

敘友誼、共謀發展。邢善萍勉港區閩籍委員發揮「三個帶頭」作用，包括帶

頭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促進閩港深化

合作交流凝聚共識、增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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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鄉會辦兩會精神分享會

潮商百人學習兩會精神

閩省港區政協聯迎邢善萍一行

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朱文，福建省委統戰部
常務副部長臧杰斌、副部長陳飛，華閩

集團董事長陳揚標，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
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
誼會永遠榮譽會長劉與量、會長蔡建四、監事
長陳榮旋以及逾百名委員聚首一堂。

冀委員續獻力「一國兩制」
邢善萍讚揚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自
成立以來，在歷屆理監事的帶領下，服務國
家、服務香港、服務家鄉、服務委員，廣泛
團結凝聚委員和鄉親，全面貫徹落實「一國
兩制」和基本法，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
長官依法施政，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密
切閩港交流，成績可圈可點。
邢善萍指，聯誼會是推進「一國兩制」成

功實踐、行穩致遠、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香港「一國兩制」
的實踐已進入新階段，希望聯誼會始終高舉
愛國愛港的偉大旗幟，傳承發揚優良傳統，
團結引領委員堅定擁護「一國兩制」，為推
動「一國兩制」成功落實、行穩致遠貢獻智
慧和力量。
作為港區閩籍委員，她希望委員們能夠發

揮「三個帶頭」作用：一是帶頭學習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維護以憲法
和基本法為基礎的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
依法履職盡責。
二是帶頭積極宣傳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國

家發展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變革，積極宣
傳香港回歸22年來「一國兩制」實踐的偉
大成功，進一步凝聚香港社會共識。
三是帶頭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

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促進閩港深化合

作交流凝聚共識、增添動力，共同譜寫新時
代福建發展的新篇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匯聚蓬勃力量。

蔡建四：積極促交流合作
蔡建四代表聯誼會全體同仁歡迎邢善萍部

長一行的到來，他說，聯誼會2011年成
立，目前會員人數近700人。聯誼會始終高
舉愛國愛港旗幟，關心支持家鄉發展和積極

參與香港社會事務，已成為我省、各地市、
縣（市）區港區政協委員發揮雙重積極作用
和履職盡責的重要平台。
他表示，聯誼會工作能夠取得一定的成

績，與省委統戰部各級領導長期以來的指
導和關懷是離不開的，希望省委統戰部在
邢部長的領導下，繼續一如既往地關心和
支持聯誼會工作，聯誼會全體同仁將始終
以愛國愛港愛鄉為己任，積極促進閩港交

流合作，在香港社會事務中發揮積極引領
作用。

劉與量：為民族復興貢獻力量
劉與量發言時指，自己身為全國政協委

員，更要帶領發揮政協委員雙重積極作用，
壯大香港愛國愛港力量，同時也將致力推動
兩岸交流合作，為祖國和平統一和民族復興
貢獻力量。

勉委員發揮「三個帶頭」促閩港合作交流聚共識添動力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子京）漳州市港區政協委
員聯誼會會長鄭亞玲、執行會長王
少成日前帶領一行 36 人前往漳
州、福清、福州開展參訪活動。這
是聯誼會成立半年多以來首次組團
到內地訪問，冀打通省、市、縣三
級政協聯通渠道。
福建省人大副主任、黨組副書

記雷春美，省工商聯副主席劉
軍，省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臧杰
斌、副部長陳飛，省委統戰部副
巡視員廖長桂，省政協副主席王
惠敏，福州市委常委、統戰部部
長陳曄，福清市委常委、統戰部
部長陳存楓，漳州市政協主席張
禎錦等領導先後會見了參訪團成
員，共聚鄉情。

冀打通政協聯通渠道
參訪團團長王少成在座談會上介

紹說，漳州市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
是在去年7月香港漳州同鄉總會換
屆大會上成立的。聯誼會的宗旨是

團結港區各級政協委員，組成一支
有號召力、有戰鬥力的團隊，認真
履行政協委員職責，在各項社會事
務中起骨幹帶頭作用。這是聯誼會
成立半年多以來首次組團到內地訪
問，冀打通省、市、縣三級政協聯
通渠道。
雷春美在會上表示，對香港漳州

同鄉總會在社會事務中發揮愛國社
團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也對政協
委員聯誼會組團訪問寄予厚望。
她希望全體政協委員要認真履行

職責，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為促進
內地經濟發展多作貢獻。
參加會面的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

席吳換炎在講話中，勉勵漳州同鄉
總會領導和全體政協委員要與時並
進，盡心盡責，實實在在做工作，
不失福建社團聯會這支「鐵軍」的
本色。當前要認真做好選民登記
工作，在今年下半年的區議會和
明年立法會的選舉中支持愛國愛
港人士參政，確保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子
京）香港安溪同鄉會日前舉辦全國兩會精
神分享會，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安溪同鄉
會永遠榮譽會長白水清應邀主講。

曾少春：兩會聚民心凝共識
香港安溪同鄉會會長曾少春在會上表
示，今年的全國兩會進一步團結民心、凝

聚共識，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同
時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經濟發展成果。
他指，國家的發展與香港息息相關，希
望通過此次分享會，讓廣大鄉賢把握國家
發展新動向，學習貫徹全國兩會精神，助
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實現雙贏共榮新局面。

白水清：精神總結「兩條主線」

白水清在分享中指，今年全國兩會的主
要精神可總結為「兩條主線」，即習近平
主席提出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是
我們的奮鬥目標」，和李克強總理所作的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四個全面，五位
一體」的戰略方針。
他特別介紹了去年以來政府所做的幾項

重點工作，包括為企業減稅和防範金融風
險措施，加大扶貧力度等，這些均充分體
現了政府切實為人民做實事，在國家65項
發展指標中，有19項涉及民生問題。
白水清還就當前國家進行中的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等問題，談了他個人的理解和看
法。他希望鄉親尤其是年輕人，要通過認
真學習和領會兩會精神實質，把握國家發
展方向，把自身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緊密
地結合起來，為促進香港的繁榮發展作出
自己應有貢獻。
他也指出，今年時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關鍵之年，國家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不遺
餘力，為香港提供了重大的發展機遇。他
希望廣大在港鄉親抓住機遇，搭乘祖國發
展快車，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祖國的發展
貢獻更大力量。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李摯）據國家資訊中心發佈的消息，到
2020年，我國5歲以上人口的近視患病
率將增長到50.86%至51.36%，其中青
少年的視力問題尤為突出。全國政協委
員馮丹藜特別針對近視患病率日趨增長
的問題，呼籲社會各界採取一系列綜合
防治措施，遏制青少年近視蔓延的趨
勢，並建議將「護眼米字操」納入全民
健身體系。
馮丹藜總結出兒童視力日趨下降的

原因，包括光污染、學習負擔過重、
不良飲食習慣、護眼知識缺乏等。
她認為，近視不僅影響孩子的健康
成長，更將影響到青少年一生的學習
及工作職業的選擇，影響到各行各業
高精尖人才的選拔，以至於影響到國
家的戰略安全。
針對近視防控，馮丹藜在提案中提出

一系列建議，以防治兒童視力下降現
象，當中包括推廣一套科學、簡便、有
效的「護眼米字操」，該「護眼米字
操」是我國航空航太飛行人員眼科標準
制定者、眼視光專家李志升教授，經幾
十年研究以及二十多年的實踐，總結出
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做法共包括五節，依次為為眼球上
下運動，眼球水平運動，眼球左上、右
下運動，眼球右上、左下運動，以及眼
球先後順時針、逆時針旋轉運動，每節
均為一個八拍，眼球運動結束後閉眼一
分鐘，然後睜眼注視遠處綠色植物一兩
分鐘即完成。
馮丹藜表示，「護眼米字操」具有科
學性、可行性，建議納入全民健身體
系，並建議可由國家衛生、體育、教委
等有關部門組成專家組對該操進行可行
性論證，提出修改意見，指定於不同類
型的單位試行，在聽取各方面意見後，
再結合實際不斷完善。更可在各大主流
媒體邀請發明人主講宣傳推廣，加強社
會推廣力度，惠及廣大群眾。
此外，她並建議降低學生學業負擔、

營造健康的教學環境，更要制定專門的
法律、行政法規或條例，保證青少年兒
童的眼睛得到充分休息。同時建立學生
視力檔案，規定中小學生及幼稚園兒童
定期進行每年不少於一次的視力檢查，
並對視力有問題的學生及時進行醫治。
建立科學有效的監督評估機制，將學生
視力不良率納入學校素質教育的綜合考
評體系。

香港文匯報．人民
政協專刊訊（記者 李
摯）香港潮州商會日
前舉行解讀全國兩會
座談會，各界潮籍鄉
賢、青年友好近百人
共同學習兩會精神。
與會的港區代表和委
員相繼指出，中央積
極支持香港成為國際
創科中心，香港應好
好利用「一國兩制」
優勢，在粵港澳大灣
區契機中實現新一輪
發展騰飛，也勉勵香
港年輕人應抓住機遇。

林宣亮勉鄉賢抓緊兩地機遇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林宣亮表示，希望藉

是次活動，鼓勵鄉賢學習、提升對國家大
勢的掌握，發揮香港優勢，抓緊香港、內
地每一個機遇。他又指大灣區其中一個特
點是重視科技創新發展，香港青年可關注
科技和文化產業融合，開拓新機遇。

陳旭斌概括兩會主要特點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陳旭斌以「一

條主線」、「四個方面」來概括是次兩會
的主要特點。主線是指兩會是在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引領下舉行
的，當中包括以人民為中心、保障民生
等。
四個方面分別包括，一、時代節點特
殊，是次兩會是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節點下召開的；二、成
果豐碩，國家在經濟、民生方面交出亮麗
成績單，並審議通過7個報告、一部法
律；三、香港獲得豐厚政策紅利，主要集
中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四、脫貧攻堅

將是國家未來工作重點，鼓勵社會各界多
方面參與。

胡定旭：多措施推經濟改革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潮州商會榮譽顧問

胡定旭表示，是次兩會清晰地指出很多問
題，提出許多措施，推動經濟改革。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備受矚目，中央亦積極支持
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香港應好好利用
「一國兩制」優勢，在大灣區契機中實現
新一輪發展騰飛。

張俊勇：報告務實穩中求進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潮州商會榮譽顧

問兼青委名譽參事張俊勇表示，是次兩
會報告十分務實，國家進入了穩中求進
的階段，將迎來發展新時代。國家進入
了依法治國新時代，正把不同地方獲得
的經驗集中在一起，為國家未來的建設
出謀劃策。

朱鼎健：展建小康社會決心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名譽顧問

兼青委朱鼎健表示，是次兩會政府工作報

告獲得各界好評，充分體現了決勝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的決心，並以「活市場、撐企
業、利民生、順民意」概括是次兩會政府
工作報告。粵港澳大灣區是新時代全面開
放的新形式、新嘗試，也是「一國兩制」
事業發展的最好實踐，鼓勵年輕人抓住機
遇。

高佩璇：灣區為港量身定做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副會長高

佩璇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央為香港解
決困境而量身定做的策略，香港更是粵港
澳大灣區的主場，中央不但釋放了土地及
空間，更釋放了中央政策，給予香港很大
發展空間，將是香港千載難逢的機遇，希
望大家好好把握機會。

黃進達：港與國家發展緊扣
香港潮州商會青委主任黃進達總結指，

香港的未來與國家發展互相緊扣，隨着
「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年
輕一代必須跟隨社會步伐向前走，放眼世
界，希望藉是次座談會，團結香港年輕
人，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

近視青年日增 馮丹藜籲防治

■香港安溪同鄉會舉辦全國兩會精神分享會。

■漳州政協拜會漳州市委統戰部，前排右六為常務副部長沈詔坤。

■■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歡迎邢善萍一行到訪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歡迎邢善萍一行到訪，，賓主合照賓主合照。。

■香港潮州商會舉行2019解讀全國兩會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摯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