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2 ■責任編輯：孫君犖、黃健恆

2019年6月6日（星期四）

20192019年年66月月66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19年6月6日（星期四）

「我與福建有很深的緣分，福建

是我出身長大的地方，能夠到福

建省任職政協委員，是殊榮更是

責任和義務。」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人民政協專刊訪問時，福建

省政協委員、小金星國際教育集

團董事長謝燕川快人快語，一如這

些年她在閩港間奔波的身影。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蘇榕蓉 福州報道

作為香港委員，謝燕川始終不忘強調「血
液」裡的「香港精神」，「我認為香港

精神是每一位香港同胞身上同舟共濟、團
結、奮鬥的精神。在香港回歸祖國的22周年
間，香港經濟得以飛速發展，離不開香港精
神的主導和國家的堅強後盾。我們感謝祖國
在『一國兩制』方針的堅定決心與信心下給
予香港的關懷與扶持，我們更應該讓愛國情
懷在香港薪火相傳。」
當「福建緣分」遇上「香港精神」，謝燕
川就煥發出別樣的風采。在她眼中，福建這
些年的發展變化有目共睹，在為福建快速發
展高興的同時，謝燕川不忘履行政協委員的
參政議政職責，為家鄉的發展獻計出力。
謝燕川連續多年堅持就如何加快福建省普

惠性幼兒園發展獻言獻策，在今年1月舉行
的福建省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期間，她圍繞
民辦幼兒園普遍存在的經費、人員、管理、
物資四個實際問題提交了《促進福建省民辦
普惠制幼兒園發展的建議》的提案。

圍繞民辦幼園四問交提案
謝燕川表示，民辦普惠幼兒園除了考慮

規格之外還要考慮生存和發展問題。目
前，普惠性學前教育供給責任主體（政
府），對民辦普惠幼兒園在辦學成本核
算、收費訂價、政府補貼方面的政策，還
不是最優方案。
為此，謝燕川建議首先要明確工作原則，
其中，政府應該是普惠制幼兒園的第一推動

者，普惠制推進過程中應遵循自願原則，普
惠後需有保障及退出機制，民辦幼兒園有權
利根據自身的發展，選擇辦盈利性或普惠性
幼兒園，勿強制性簡單一刀切。
對於利用非政府資源辦學的普惠幼兒園，

在實施一段時間後，若舉辦方覺得普惠園不
適合其發展，應讓其有選擇不享受政府津貼
及資源，退出普惠園轉為按市場收費的私立
園的權利。

按地區情況政策補貼互配合
謝燕川亦建議通過合理制定民辦普惠園

的補貼標準、加大民辦園師資培訓力度、
完善合理的稅費減免方案、加強日常監
管、加強各類正面宣傳等方面完善具體措

施，各級政府能夠做許多工作，扶持民辦
幼兒園，以鼓勵更多的社會資本投資發展
普惠性幼兒園。經濟條件好的地區可以綜
合進行，打「組合拳」，既給政策又給
錢；經濟條件差一點的地區可以量力而
行，多給政策少給錢；經濟基礎薄弱的地
區，可以只給政策。
謝燕川提出，實際上好的政策就是發展的助

推器。「『給政策』指的是政府給予民辦園減
免辦學場地租金，或根據辦學成本及當地物價
指數科學合理制定普惠幼兒園的收費標準，允
許普惠園實行片內生與片外生差異收費招生，
在普惠園內允許開設一定比例的市場收費特色
班，給予獎補政策等措施，以促進福建省民辦
普惠制幼兒園的健康發展。」

釋放改革紅利 促民辦學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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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謝燕川看來，學前教育是中國
教育體系的一個重要階段，是終身
教育的起點，關係到千家萬戶兒童
健康成長的切身利益。為認真貫徹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支持和規
範社會力量興辦教育」，「辦好學
前教育」的要求，國家正加快修訂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

實施條例》，福建省亦在積極醞釀準備出
台配套的實施細則，謝燕川很是贊同，她
稱「這是支持和規範社會力量興辦教育的
重要舉措」。
謝燕川告訴人民政協專刊記者，目前民
辦學前教育在福建省學前教育中依然佔大
多數比例，「民辦學前教育要發展，首先
要破解民辦學前教育體制機制難題，需要
以改革促發展，唯有釋放改革紅利，才能
讓民辦學前教育破冰前行，煥發生機。」
謝燕川認為，出台實施細則，在學前教

育方面，應充分考慮民辦園面臨的各種問
題和困難，特別是充分考慮民辦園的特殊
性，給予民辦園相應的政策保障和行政服
務，調動辦學者的積極性，以改善民辦園
的生存環境，促進民辦園的可持續發展。

政府應支援民辦園
「在各類學前教育機構中，民辦園與公
辦園發揮同等社會職能效應，具有同等法

律地位，而民辦園又比公辦園遇到更多的
問題和困難，政府更應當向民辦園提供必
要的政策保障和行政服務。鼓勵舉辦者自
主選擇申辦營利和非營利性民辦園。」
謝燕川說，她建議政府應出台對民辦園

在財政資助、稅收優惠、用地、師資福
利、收費等方面的鼓勵政策，明確非營利
性民辦園和營利性民辦園的區別性待遇，
以使民辦園申辦者心中有數。

謝燕川舉例，如簡化民辦園的申辦手
續，提高申辦效率，以免浪費政府主管部
門和舉辦者的人力、精力和物力。在區分
非營利民辦園和營利性民辦園時，非營利
民辦園不應重新登記註冊，營利性園所如
達到市（縣、區）示範性幼兒園標準的，
只需進行工商及稅務登記，不需重新註冊
審批，以使幼兒園能集中人力物力和精力
辦好學。

謝燕川坦言：「作為福
建省政協委員的同時，我
既是幼教投資和管理者，
又是一名幼兒教育工作
者。」如何參與到福建的
發展和建設中，是謝燕川
考慮更多的事。
她表示，「我們集團在

福建省所做的投資及發展方向，
應遵循地方教育文化理念，為當
地提供與國際接軌的高品質幼兒
教育配套服務，提升和改善城市
的軟實力，帶動經濟發展，為促
進當地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
應有貢獻。」
謝燕川說：「先有非常之人，

後有非常之事；有了非常之事，
才有非常之功。」在人生的岔道
口處，謝燕川總是能夠很果斷地
作出選擇，在她的心中已然有自
己的取捨之道。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

詩和遠方」，但現實中，可能夢
想常常掛在嘴邊，卻很難踐行，
迫於生活的壓力，多數人都會無
奈放棄最初的夢想。然而，謝燕
川卻反其道而行之。在生意如日
中天時，她放棄了賺更多錢的機
會，選擇創辦幼兒園來實現自己

的夢想，並數十年如一日地專注
於幼教事業。對幼教的夢想，對
孩子的喜愛，驅動着謝燕川用20
年的光陰將「小金星」打造成了
龐大的幼教王國。

做好幼教 造福子孫
「小金星」要堅持辦出具有
中國特色的學前教育，這也一
直成為謝燕川堅定前行的動力和
「小金星」辦學的方向。教育至
關重要的便是把工作做到最好，
「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去愛幼
兒園的每一個孩子」。謝燕川
如是說。
謝燕川表示，隨着國家二胎

政策的開放，未來5年可能會出
現嬰幼兒高潮，這對於教育來講
是有非常大的市場，「小金星」
團隊將和政府共同推進普惠性
幼兒教育，響應國家的號召，
在0歲至3歲嬰幼托服務上積極
投資。
在謝燕川眼中，教育是一項造

福子孫的公益事業，既有益社
會，又能實現人生自我價值，更
重要的是這是她的理想和興趣所
在，能把它當成終身事業是她人
生最大的幸福。

4月2日，由小金星國際教育
集團全體師生共同捐建的小金
星希望小學落成揭牌儀式在古
田縣鳳都鎮鳳都中心小學隆重
舉行。謝燕川表示，小金星希
望小學是她帶領內地逾150家小
金星幼兒園三萬多名師生，參
加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的

捐資助學活動捐建的又一所希望小學。
「贈人玫瑰，手有餘香。」不久前

剛剛卸任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以
下簡稱「基金會」）第二十四屆董事會
主席的謝燕川亦對這句話感同身受，
「教育乃立國之本、強國之基。2018
年基金會籌得款項逾3,000萬港元，用
以捐助各項教育基金，為在港品學兼優
的中學生頒發獎學金等。」
此外，謝燕川還在基金會成立了香

港福建希望工程青年委員會，凝聚更多
的青年才俊投身到慈善公益事業中，使

基金會更富有生命力，讓「善」的事業
薪火相傳。
謝燕川說，基金會的標誌是一個

「善」字，慈善的核心價值是使善得以
增長，讓愛心更有力量。基金會目前已
成為香港社會各界鼎力支持和熱心參與
的社會慈善團體，並逐漸發展成為享譽
閩港兩地、宣傳閩籍鄉親愛心善舉的一
塊「金字招牌」。
謝燕川希望，基金會繼續團結在港

閩籍賢達、各界善長，新一屆董事會定
能繼續弘揚愛國愛鄉、樂善好施的優良
傳統，推動基金會發展再創佳績。
謝燕川表示，這條慈善公益路，她

會一直走下去。「不僅我自己做，還要
讓下一代把這份愛心傳承下去。」謝燕
川說，她一直把熱心公益作為自己家庭
教育的重要內容。「我對孩子們的要求
就是，不管走到哪裡，永遠不要捨棄一
顆服務社會、樂善好施的公益之心。」

成立公益基金 愛心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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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福建省政協的大平台上履
行政協委員的職責，是謝燕川一直
思考和學習實踐的問題。謝燕川表
示，「開展調查研究，是政協委員
參政議政的重要形式。作為政協委
員，我們要充分利用感知範圍廣、
反應靈敏度高、調研問題細、大局
意識強、建言獻策快的優勢，加強

信息收集，積極開展調研和論證活動，認
真履行權利和義務。」
「福建省政協每年都舉行政協考察活
動，每一次考察活動都非常有意義。」謝
燕川回憶起去年11月初港澳委員考察團考
察福建寧德活動至今仍記憶深刻，「當時
福建省政協副主席王惠敏率領以省政協常
委蔡建四、黃共流為團長的港澳委員團，
一行共計90餘人赴寧德考察，活動主題為
『鄉村振興戰略與旅遊業發展』，我們一
同回顧習總書記在寧德留下的足跡，一塊
感受他那深沉的『寧德情節』，一起追尋

他那顆永恒不變的初心，我們不虛此行，
也真切體會到習總書記聯繫群眾的真摯為
民情懷。」
考察團一行先後實地察看了寧德時代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寧德扶貧開發主
題展示館、福安縣廉村、周寧縣浦源村、
省級森林公園仙風山、蘇家山休閒農業基
地、屏南縣龍潭村文創產業、古田縣大橋
鎮臨水宮等，聽取有關鄉村振興戰略與旅
遊業發展方面的舉措和成效等方面情況介
紹。尤其是寧德在文創扶貧中注重生態環
境保護的經驗做法，給謝燕川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當下進行的『美麗鄉村』建設進程可以

作為活化農村物業的契機，考察期間我真切
感受到當地政府在活化農村資源、回歸自然
上的舉措，值得全省各地借鑒、學習。」
謝燕川自然而然地想起自己故鄉龍岩的

祖屋，「我提議政府考慮可以把有幾百年
歷史的土樓統一招商作為民宿或旅遊度假

之用，土樓有冬暖夏涼的功能，適合做避
暑山莊，讓老房子村落得以有效開發重煥
新生，提高鄉村的社會和經濟效益，而村
落本體的保護，也會更強調規劃先行和多
規合一。」
謝燕川說，考察中要有自己的想法，感
悟和周邊生活環境相結合後給當地政府切
合實際的建議，有所感，有所想，有所行
動，建好言，獻好策，做有溫度、有責任
感的港澳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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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履行政協權利義務

▶謝燕川一
家向香港福
建希望工程
基金會捐贈
300萬元港
幣。

■謝燕川和小金星國際幼兒園的員工們親切交流。

■■對幼教的夢想對幼教的夢想，，對孩子的喜愛對孩子的喜愛，，謝燕川憑着熱情和愛心謝燕川憑着熱情和愛心，，用用2020年的光陰將年的光陰將
「「小金星小金星」」打造成了龐大的幼教王國打造成了龐大的幼教王國。。圖為謝燕川教孩子們摺飛機圖為謝燕川教孩子們摺飛機，，放飛夢想放飛夢想。。

■每年政協考察調研活動，在謝燕川看來都
非常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