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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疊內容：人民政協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凝聚人心 精準援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中

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組長汪洋日前出席在新

疆和田召開的第七次全國對口支援新疆工作

會議並講話。他強調，對口援疆是國家戰

略，是實現新疆社會穩定與長治久安總目標

的重要舉措。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完整準確貫徹新時代黨

的治疆方略，緊緊圍繞新疆工作總目標，堅

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

堅持以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為基礎，堅持以

凝聚人心為目的，堅持全面援疆、精準援

疆、長期援疆，為建設團結和諧、繁榮富

裕、文明進步、安居樂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新疆貢獻力量。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應江洪新疆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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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出席第七次全國對口支援新疆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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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國家駐華使節進政協亞洲國家駐華使節進政協」」活動活動2222日在京舉行日在京舉行。。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葛沖 攝攝

亞洲國家駐華使節走進全國政協

皖政協推動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建設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政協第十
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二十三次主席會議19日
在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
協主席汪洋主持會議並講話。
會議聽取了關於全國政協2019年上半年
主要工作情況的匯報；聽取了經濟委員
會、農業和農村委員會、人口資源環境委
員會工作情況的匯報。
汪洋強調，下半年，全國政協的工作任

務依然繁重，要結合「不忘初心、牢記使
命」主題教育的深入開展，圍繞重要會議
和重大協商議政活動，進一步加強學習教
育和調查研究，認真檢視存在的問題，加
強整改落實。全國政協主席會議成員要做
表率、走在前，堅持學思用貫通、知信行
統一，推動理論武裝有新收穫、履職盡責
有新進步、工作作風有新改進。要堅持突
出專門協商機構的優勢特色，豐富和完善

協商形式，進一步提高調查研究和協商議
政質量，推動協商成果運用，培育協商文
化，展示協商民主的生動實踐和獨特優
勢。要以慶祝人民政協成立70周年為契
機，進一步完善主席會議成員走訪看望黨
外委員、黨組成員與黨外委員談心談話、
委員講堂、委員宣講團、黨外委員專題視
察、重點關切問題情況通報會等制度辦
法，探索加強思想政治引領的有效方法，

凝聚起對黨和國家大政方針的共識。要堅
持發揮委員主體作用，為委員建言資政和
團結教育引導界別群眾搭建平台、創造條
件，展現出新時代人民政協的新擔當。
會議審議通過了全國政協十三屆常委

會第八次會議議程（草案）和日程，決
定會議於8月26日至28日在京召開，主
要議題是圍繞「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
協商建言。

全國政協第二十三次主席會議召開

汪洋指出，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堅強領導下，在各有關方面大力

支持下，新一輪對口援疆投入資金之巨、參
與人員之多、覆蓋領域之廣前所未有，極大
地改變了天山南北的發展面貌，極大地促進
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極大地鍛煉了各級
幹部、密切了黨和群眾血肉聯繫，極大地彰
顯了社會主義制度巨大優越性。成績來之不

易，值得充分肯定。

務實推進產業援疆
汪洋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
代，新疆工作也面臨新形勢新任務。
他指出，對口援疆工作必須認真總結經

驗，堅持問題導向，不斷提高綜合效益。要
突出抓好幹部人才援疆，做到精準選派、科

學使用，最大限度發揮作用。要務實推進產
業援疆，幫助受援地發展特色產業、綠色產
業、拓展產品銷售渠道，強化兵團向南發展
產業支撐。要堅持民生優先，聚焦脫貧攻堅
和擴大就業，資金項目更多向基層傾斜，解
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要
着力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支持內地與
新疆各族群眾多走動，推動新疆少數民族群

眾到內地交融發展。要扎實做好文化教育援
疆，深入推進文化潤疆工程，構建各民族共
有精神家園。要把援疆工作作為鍛煉和培養
幹部的平台，健全考核評價機制，加大關心
關愛力度，讓真情奉獻、敢於擔當者有幹
勁、有舞台。
在和田期間，汪洋還參觀了對口援疆工作
成就展，考察了有關單位和企業，看望了脫

貧戶。

寬領域交往交流增進文化認同
2010年3月，全國對口支援新疆工作會議

在北京召開，新一輪對口援疆工作就此啟
動，中央部委及北京、上海、江蘇、浙江、
福建、山東等19個省市「牽手」祖國西北
角。2014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進
一步明確，把對口援疆作為長期戰略。
據統計，自2010年以來近10年間，新一
輪對口援疆累計投入資金近1,200億元人
民幣，選派幹部人才1.75萬人次，柔性引
進人才約7萬人次。有效推動了受援雙方
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交往交流，增進
了各族幹部群眾思想上的共鳴、文化上的
認同、感情上的交融。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民進中
央2019年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培訓班
日前在京舉辦。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進
中央常務副主席、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
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劉新成出席開班
式並講話。
劉新成指出，脫貧攻堅進入新階段，脫
貧攻堅民主監督面臨新要求。要聚焦脫貧
目標和標準，監督「脫的是什麼貧」，把
認真查找「兩不愁三保障」中存在的問題
作為重點，防止不顧實際地提高標準，或
者政策執行變形走樣；聚焦脫貧質量，監
督「以什麼方式脫貧」，尤其要注意看是
不是真脫貧、脫真貧、穩定脫貧；聚焦脫
貧實效，監督脫貧攻堅過程，促進脫貧工
作務實、脫貧過程扎實、脫貧結果真實。
劉新成強調，下一階段，要加強理論學
習，學習借鑒執政黨主題教育活動的做
法，提高學習實效；要加強和改進監督調
研，提高調查研究的水平和成效；要加強
工作總結，注重把基層創新上升為理性認
識和制度建設；要加強前瞻性研究，為中
共中央制定出台相關戰略決策，為對口省
份打好脫貧攻堅戰、謀劃好鄉村振興戰略
佈局提供智力支持；要改進民主監督工作
作風，最大程度減輕地方和基層負擔，注
重效果導向，推動問題解決。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葛沖北
京報道）22日上午，來自亞洲40個國家的駐
華使節和相關國際組織代表走進全國政協，深

入了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協商民主制
度，暢談全國政協
同亞洲國家有關機
構的交流合作。
巴基斯坦新任駐

華大使哈什米在活
動上表示，自己剛
剛來到北京，很高
興能參加活動，通
過活動她對全國政
協有了更好的了
解。尼泊爾駐華大
使利拉·馬尼·鮑德
爾表示，他在北京

已經呆了一段時間，但這是他第一次全面了
解政治協商制度，通過活動知道這一制度在
新中國成立之初就發揮了重要作用，現在已

取得了很大成就。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家良形
容，全國政協作用獨特，扮演着重要角色，
新加坡重視與全國政協的互動。
當天，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夏寶龍會見

了使節。全國政協辦公廳負責人和部分全國政
協委員與駐華使節們進行了座談交流。使節們
還觀看了反映人民政協在協商建國中重要作用
的紀錄片《共鑄輝煌》，並參觀全國政協常委
會議廳。
據了解，此次「亞洲國家駐華使節進政協」
活動，旨在推動落實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
合作高峰論壇、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亞洲相互
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五次峰會成果，宣介中
國基本政治制度和新時代人民政協，增進亞洲
國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了解
和認知，促進全國政協同亞洲國家有關機構的
交流合作，助力「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世界
文明對話，推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
由民革中央、黃埔軍校同學會
共同主辦的第九屆「中山·黃
埔·兩岸情」論壇17日在上海
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
中央常務副主席鄭建邦出席
並講話。
鄭建邦表示，長期以來，兩

岸黃埔同學和後裔堅持弘揚先
輩優良傳統，為增進兩岸互
信、深化兩岸交流、制止「台
獨」圖謀作出了積極貢獻。大
家都是中山理念和黃埔精神的
繼承者，都是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征程上的追夢人。
鄭建邦指出，近年來，島內

「去中國化」、「漸進台獨」
等逆流再起，一些人企圖削弱
甚至割裂兩岸的血脈聯繫，磨
滅台灣同胞的中華民族意識。
在民族大義和歷史潮流面前，
一切分裂祖國的行徑和伎倆都

是注定要失敗的，都會受到人
民的譴責和歷史的懲罰。兩岸
同胞是骨肉相親的兄弟，曾經
走過休戚與共的歲月，新時代
更要增進團結，相互扶持，相
向而行，順應歷史大勢、共擔
民族大義，為增強中華民族凝
聚力、為推動兩岸關係走向更
美好的明天、為實現中山先生
振興中華的夙願而努力奮鬥。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

主任康曉萍，民革中央副主席
高小玫、張伯軍，黃埔軍校同
學會會長林上元以及來自海峽
兩岸和香港地區的黃埔師生及
親友等百餘人出席論壇。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全國政協副主席、台盟中央主
席蘇輝近日率台盟中央調研組
赴甘肅省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
督專項調研。
調研期間，調研組分成三
隊，分別赴甘南藏族自治州夏
河縣、白銀市會寧縣和白銀
區、天水市麥積區北灣村，開
展入戶調研。調研組深入貧困
群眾家中詳細了解當地精準扶
貧精準脫貧中貧困戶精準識
別、精準退出、醫療、教育、
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等方面的
政策措施落實情況，並仔細查
閱了「一戶一策」扶貧台賬。
蘇輝在台盟中央對口甘肅
省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座談暨
工作推進會上指出，脫貧攻
堅是全民之望，攻堅戰還要
再聚力、再提升，這是對台
盟的政治要求。
蘇輝表示，當前，距離最終
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的時間點越
來越近，全盟要進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推進思想共識的凝
聚，團結帶領廣大盟員和所聯

繫的台胞，扎實推動脫貧攻堅
民主監督工作取得更大的進
展；要創新工作方法，推動作
風、能力的不斷提升，在「察
實情」上下功夫，努力取得實
實在在的民主監督成果，充分
發揮好民主監督職能；要繼續
堅持「全盟聯動、聚焦深度貧
困、小切口入手、重心下沉」
的工作思路，聚焦重點領域，
堅持問題導向，深入開展調查
研究和督促檢查，推進監督質
量穩步提升；要及時總結提
煉，推動理論研究發展，為履
職機制的創新和工作水平的提
高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撐。
本次調研是在完善和推動台

盟「1352」民主監督工作格局
基礎上，不斷深化脫貧攻堅民
主監督工作實踐。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趙臣合肥報道）跨境電子商務作為新
興業態正迎來新一輪發展機遇。日
前，為推動中國（合肥）跨境電商綜
試區建設，探索安徽跨境電商發展新
模式，安徽省政協召開推進跨境電子
商務綜合試驗區建設月度專題協商
會，圍繞如何推動安徽省跨境電子商
務加快發展建言獻策。本次專題協商
會全程進行網絡圖文直播，網絡在線
關注人數達146萬人次。
安徽省政協副主席孫麗芳表示，自

2016 年合肥獲批跨境電商綜試區以
來，安徽省跨境電商獲得了快速發
展，但與浙江等先進省份、河南等內陸

省份相比，還有相當差距，具體表現在
龍頭企業缺乏、產業支撐較弱、國際貨
運短板、人才流失嚴重、政策支持和服
務創新不足等方面。
安徽省政協委員儲潔印提出，抓住
產業鏈關鍵環節，從上游、中游、下游
着力，推動安徽省出口跨境電商發展；
電子商務交易技術國家工程實驗室主任
助理王科表示，抓住根本，做大產業，
優化跨境電商供應鏈。
在聽取眾委員建議後，安徽省副省
長周喜安表示，將積極研究吸納各位委
員和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和建議。
安徽省政協主席張昌爾指出，加快
發展跨境電商，是安徽主動參與全球分
工、推動更高水平協同開放的重要舉
措。安徽發展跨境電商，既要有世界眼
光，更要對標滬蘇浙，把發展跨境電商
放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大格局下來謀
劃，不斷提高安徽省主動參與全球分工
的能力和水平。張昌爾提出，安徽發展
跨境電商要找差距、補短板、強弱項，
並在重培育、抓配套、強服務等方面提
出了具體建議。

■■鄭建邦在鄭建邦在
發表講話發表講話。。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北京傳真北京傳真

■■專題協商會現場專題協商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趙臣攝攝

■■調研達哇央宗有機肥料加工調研達哇央宗有機肥料加工
銷售有限公司銷售有限公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