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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起同心筑梦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巡礼

京华涌春潮，盛会聚伟力。全国
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将于 3 月 15 日
在北京闭幕。
新时代的坐标上，今年政协大会
万众瞩目——10 多天里，来自 34 个
界别的 2100 多名全国政协委员齐聚
北京，
议政建言，
共商国是。全国政协
领导人员实现新老交替，对政协章程
进行审议修改，人民政协事业站上了
新的历史起点。
不忘初心见证历史辉煌，
携手前进
共襄复兴伟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
“伟大政治
创造”
，
正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征程上迸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

制度优势更加彰显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
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新时
代焕发出更大活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
度，
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
派、
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
是从中
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
4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
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民盟、致
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发表
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新型政党制
度”这一伟大政治创造的丰富内涵。
厚植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焕发制
度创新磅礴力量。
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道路的自信宣示——
放眼全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铭刻着鲜明
的
“中国特色”
“中国智慧”。
“总书记用三个‘新’充分阐述新
型政党制度优越性，深刻论述了新型
政党制度相对于旧式政党制度、
西方政
党制度的新之所在、特点所在、优势所
在。
”
湖南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委员说，
新
型政党制度在中国大地开枝散叶、
蓬勃
生长，
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走出了中
国政治文明独特的发展道路。
来自农工党的蒋和生委员说：
“党
的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实效性大大
提高，像双周协商座谈会这样的创新
层出不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开辟了团结民主、
务实进取、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
上海大学副校长汪小帆委员说，
近年来，人民政协取得的辉煌成就进
一步彰显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这是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
际有机结合的伟大创造，是对人类政
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这是对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的殷切期盼——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
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
的民主”；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
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
事，增强责任和担当，
共同把中国的事
情办好”；
“完善政党协商制度决不是搞花
架子，要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
之有度、言之有物”……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
瞩、内涵深刻，指明了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的发展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加强对人民政协工
作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

表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
断新要求，科学回答了人民政协事业
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
有事好
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找到全
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是人民
民主的真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
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5 年多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
断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水平不
断提高，基本政治制度焕发出更加强
大的生命力。
历史，总是在辉映时代中开启新
的篇章。
6 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新
一届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领导
人集体亮相。
——
“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
德、共经风雨、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
——
“在革命时期共克时艰，
在建
设时期共担风雨，在改革开放时期共
襄伟业”；
——
“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过
程中为执政党出主意、想办法，
为人民
做好事、做实事”
；
……
真挚的话语，
炽热的情感，
表达着
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
“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坚定
决心。
回望 70 年前，中共中央发布“五
一口号”，
号召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
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
议”，
正是这些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共
号召，由此拉开了协商建国序幕。
人民政协自此作为各党派、各人
民团体、各界代表人物参政议政的重
要场所，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
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在建设新中
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
践中，始终与共和国共奋进。
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人民政协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
不断适应新形势，创造新经验。
3 月 8 日，政协大会召开第二次全
体会议，一份厚达 60 多页的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草案），发
到委员们的手中。
翻开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
组织形式”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等重要新增表述清晰可见。
适时修改政协章程，
这是加强我国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件大事。
“政协章程修改充分吸纳了中共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
央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
吸收了人民政协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
制
度创新的成果，
有利于推进人民政协自
身建设和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
设。
”
天津大学副校长张凤宝委员说。
委员们表示，
此次政协章程修改注
重同党章修改、
宪法修改相衔接、
统一，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丰富了新的时代内涵，
必将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活力。

民主舞台更加广阔
把握时代脉搏，突出问
题导向，政协委员聚焦中心
任务，将协商民主贯穿履行
职能全过程
百米通道上，
快门声此起彼伏，
记
录下
“中国式民主”的铿锵步伐——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3 日 14 时许，人民大会堂中央大
厅。中国首位飞天航天员杨利伟委员，
第一个在
“委员通道”
面对中外记者。
首次开设的“委员通道”，是今年
盛会的又一次创新开放之举。匈牙利
《世界中国》杂志记者纳吉麟评价道，
这如同一个窗口，展现了中国民主政
治前进的步伐。
建设科技强国，
关注特殊群体，
建
立和谐医患关系，让中国的孩子不出
国门也能念世界一流大学……在已举
办的两场“委员通道”上，已有 23 位委
员通过这一
“窗口”回应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新期盼。
聚光灯下，
一次次热烈的掌声，
标
注了
“中国式民主”的高光时刻——
“中共十九大描绘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我国经济从 2018
年到 2050 年还要跑一个高质量发展
的
‘马拉松’
”
；
“深化
‘四风’
整治，对形式主义和
官僚主义来一场深入革命，向文山会
海持续
‘亮剑’”……
8 日上午和 10 日下午，两场政协
大会发言，27 位委员相继亮相，围绕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出实
招、献良策。
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到加强作
风建设，从提高就业水平到推动脱贫
攻坚，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到乡风文
明建设……坦诚务实、实事求是的议
政建言，折射出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
翻开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录，
2158 名委员汇聚了各族各界各党派
各 团 体 的 代 表 。 其 中 ，非 中 共 委 员
1299 名，占 60.2%；56 个民族都有人
选进入全国政协。
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
报告，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预算
报告、宪法修正案草案、政协章程修正
案草案、
“ 两高”工作报告、监察法草
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根据大
会安排，委员们围绕一系列报告、法案
进行讨论或审议，充分发表意见和建
议，贡献智慧和力量。截至 14 日晚，
共 举 行 全 体 会 议 4 次、分 组 会 议 14
次，列席全国人大全体会议 2 次。
“千篇著述诚难得，
一字知音不易
求。
”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要用好政党
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
有事多
商量、
有事好商量、
有事会商量，
通过协
商凝聚共识、
凝聚智慧、
凝聚力量。
一场场讨论，
一条条建议，
真知灼
见奔涌而出，
共识汇聚而成——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载入宪法，
反映了全国各族人
民共同意愿，
有利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李秉荣委员说。
“制定监察法有利于进一步加强
反腐败工作，推动中国的反腐败斗争
向纵深发展。
”德勤中国副首席执行官
蒋颖委员说。
“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是适应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切实之举，
优化了国务院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
理
顺了职责关系。
”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曙光医院主任医生蒋健委员说。
……
商以求同，
协以成事。
会议期间，委员们紧紧围绕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踊跃建言献
策，瞄准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聚焦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
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
提出真知灼见，
为中共中央决策提出参考。
把握时代脉搏，突出问题导向。
会议共收到委员大会发言 433 篇、提
案 5360 件、反 映 社 情 民 意 信 息 128
篇，许多意见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

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党和政府的工作做到哪里，
政协
增强责任和担当，共同把中国的事情
工作就延伸到哪里，
目的是协助党和政
办好，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凝聚起
府解决问题、
改进工作、
增进团结、
凝心
最广泛的正能量。
”
聚力。
”
民建中央常委马国湘委员说。
“作为新时代的政协委员，要全面
委员们商量的是国之大事，也是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维护
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
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切实提升
生态红线、学前教育、医疗卫生体
履职能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季
制改革、产业扶贫……在 10 日举行的
加孚委员说。
政协记者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黄润秋、
“中共中央出台的重大方针政策，
刘利民、刘玉村、许家印、刘强东就如
都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经过充分
何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回答了记
的政治协商，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政
者提问，现场气氛坦诚而热烈。
协大会开幕以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人民政协
团董事长俞敏洪委员坚持写自己的
为人民。”
中国文联副主席潘鲁生委员 “政协日记”，他今年将继续在脱贫攻
说，
议政殿堂上心系人民，
调查研究时根
坚、农村教育方面加强调研提出建议。
植人民，
要把问题找准、
把建议提实。
“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充分发挥两会汇民声、聚民意、集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人民政协
民智的作用，让基层反映上来的问题
的工作一定会以崭新的气象和优异的
能直接送达国家各相关部门，并得以
成绩回应时代和人民的要求。”
北京交
推动解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通大学教授钟章队委员说。
主政治优越性的生动体现——
新时代的奋斗，需要为决胜全面
12 日上午，工商联界别分组讨论
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会现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问题献计
磨长英委员开门见山：
“ 今天发改委、
出力——
扶贫办的同志都在这里，我就深度贫
“政协今年的协商计划主题明确、
困地区脱贫提点意见。
”
部署周密，在落实过程时，要推动协商
她的发言，引发共鸣——
“贫困地
议政建立在扎实深入的调研基础上”
；
区的补贴一定要补在实处”；
“ 脱贫不
“政协工作的重心还要继续下沉，
仅是物质上的，
更是精神上的”
……来
要抓住涉及群众利益的热点难点，研
自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当场
究新时代的新问题”……
表示：
“ 这些建议很有针对性，我们一
这是一个特殊的安排——12 日
定认真研究，
尽快推进相关工作。
”
下午，
政协大会专门安排半天时间，
结
会议期间，有关中央领导同志来
合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全国政协 2018
到现场听取大会发言，参加委员联组
年协商计划讨论政协工作。许多委员
讨论。有关方面人士列席旁听 3012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提出不少建议。
人次，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 103 个部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协商计划表
门和单位负责同志 427 人次列席全体
——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问题，
污染
会议和参加小组（联组）讨论。
防治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培养造就一
“邀请相关部委领导同志参会，
使
支懂农业、
爱农村、
爱农民的
“三农”
工作
交流协商更为直接有效，促进了政协
队伍等10个重点协商议题列在其中。
会议的民主协商。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
提请大会审议的政协常委会工作
副主席邵鸿委员认为，
在新时代，
建设
报告明确提出，
要把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国家治理
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发展好、
伟大胜利献计出力作为工作主线。
完善好协商民主。
“作为新委员，在这样一个议事平
“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
台，要把调查研究作为谋事之基、成事
处，
努力在会协商、
善议政上取得实效。
”
之道，
深入基层发现问题，提高协商质
习近平总书记对协商民主提出的要求，
量。”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旭委员说。
已化为政协大会现场的生动实践，
显示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
我们有信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勃勃生机。
心有决心围绕这个重大任务做好民主
监督。下一阶段，我们要准确理解中
共中央的部署，努力把问题发现得更
力量更加凝聚
奋进新时代，展现新作 准、意见提出得更中肯、原因分析得更
客观。
”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说。
为，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强
新时代的奋斗，需要广泛凝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能量——
大正能量
“作为民主党派，特别是联系海外
14 日 17 时 15 分，人民大会堂万
华人华侨的党派，我们要继续推动国
人大礼堂。
家‘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部署，把归
历史在此刻定格：
庄严的政协会徽
侨侨眷、海外侨胞、留学人员团结起
前，
十二届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与新当
来，凝聚他们的爱国心、强国志、报国
选的十三届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双手紧
情。”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说。
紧相握。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我们要把更多台胞呼声带到政
这是备受瞩目的节点——薪火相
协平台上，为把政协打造成一个团结
传、永续发展的事业推进中，人民政协
之家、民主之家、和谐之家做贡献，推
完成新老交替；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
动国家对台工作做细做实。”台盟中
发展历程里，
人民政协翻开崭新篇章。
央常委刘朝霞委员说。
这是继往开来的选择——全国政
“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
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并通过我
2100 多名全国政协委员，
肩负重托，
满
们广泛团结和联系起更多群众，为实
怀信任，
选出新一届人民政协的领导人。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更
新时代的人民政协，从这里展现
大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罗玉平说。
新作为，开启新的奋斗历程。
伟大的团结凝聚伟大的力量，伟
新时代的奋斗，需要坚持中国共
大的力量成就伟大的事业。
产党的领导，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从春天的盛会起航，
在以习近平同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
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
不忘初
重——
心，团结奋斗，人民政协一定能汇聚起
4 日现场听了习近平总书记讲话
勠力同心、共襄伟业的磅礴力量，
创造
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钢委员表
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事业的新辉煌！
示：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汪洋主持
通过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秘 书 长 、常 务 委 员 候 选 人
名单，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等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政协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 14 日
上 午 在 北 京 举 行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全 国
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主持人汪洋
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了经全体委员酝酿讨论的政协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
候选人名单，决定将这个候选人名单提交 14 日下
午举行的全体会议进行投票选举。中共中央书记
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对候选人名单（草
案）讨论情况作了说明。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通
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政协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
于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
案），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政治决议（草案），决定将上述草案提请闭幕会表
决通过。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张
庆黎、刘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何
厚铧、卢展工、王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出席
会议。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
第二次会议举行
汪洋主持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第二次会
议 14 日上午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主持人汪洋
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
战部部长尤权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主
席、副 主 席、秘 书 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草
案）讨论情况的说明，审议了全国政协十三届一
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李智勇关于政协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
关于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听取了全国
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副秘书长潘立刚关于政协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分组会议情况
的综合汇报。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张
庆黎、刘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何
厚铧、卢展工、王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出席
会议。

两会日程预告
3月15日：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举行闭幕会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
次会议 15 日上午举行闭幕会，通过政协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的决议，通过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的决
议，通过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
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
情况的报告，通过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政治决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5 日安排代表休
息。大会主席团召开第五次会议。

广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昌市支行信用卡催收公告
以下 32 位客户信用卡账户透支款项已经逾期，现予以
公告，请在见报十日内归还透支本息，否则我行将根据相关法律
姓名
黄文
张海标
詹菲菲
祝顺
郑艳
何瑞柏
林明宝
苏运保
张亚燕
陈贵
云英蓉
林畅
符亮
陈家炎
唐世锐
梁耀

主卡卡号
622**********431
404**********055
622**********723
622**********665
622**********438
622**********266
622**********258
622**********111
622**********456
622**********009
622**********551
625**********804
625**********175
625**********853
404**********676
62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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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号码
460006******138716
460001******251018
460022******055824
460022******120515
460022******030024
460025******204210
460022******102719
460022******161512
460006******15042X
460022******190512
460022******242521
460022******011219
460022******030034
460022******201911
460022******156018
332501******055317

我省就业部门为全省农村劳动力精心打造新春就业“套餐”

春风行动促就业 多措并举惠民生

向公安机关报案。特此公告

拖欠本金（元） 姓名
68,130.80
尤国存
49,500.00
陈李杰
49,342.60
叶志
48,988.53
周世斌
44,963.25
王康龙
39,998.98
邱月芳
39,994.08
冯勇
39,971.99
符强
39,892.00
蔡刚
39,397.24
朱兴旺
36,516.04
陈鹏
34,969.91
陈伦鑫
34,727.45
周经宁
34,345.51
李昌武
32,967.65
蔡有和
29,995.54
李萍

2018 年 3 月 12 日
主卡卡号
622**********522
622**********989
625**********840
622**********605
404**********527
622**********796
544**********381
625**********625
625**********037
625**********598
404**********261
625**********342
622**********709
625**********308
622**********480
520**********150

证件号码
460022******090017
460022******040511
460022******245110
460022******120318
469005******012316
452424******041943
460022******080010
460035******050036
460022******152731
460022******050518
460022******07055X
460022******010538
460022******111917
460022******020014
460006******301631
433001******311224

拖欠本金（元）
29,973.41
29,933.92
29,381.94
29,353.34
29,069.10
27,247.82
24,970.00
24,955.00
22,757.26
19,990.13
19,980.90
19,968.96
19,937.62
19,932.58
19,846.90
19,796.34

关注2018年春风行动
在今年
“春风行动”
活动中，
我省就业
部门紧紧围绕统筹部署着眼
“早”
、
铺路搭
台注重
“实”
、舆论宣传坚持
“广”
、就业宣
讲凸显
“活”
、跟踪服务强调
“好”，为全省
农村劳动力精心打造新春就业
“套餐”
。
截至3月13日，
全省
“春风行动”
活动
共组织专场招聘36次，
进场企业2255家，
提供岗位 13.09 万个，
求职应聘 4.08 万人
次，组织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523 人，提供
劳动维权和法律援助 274 人，
实现省内转
移就业5535人、
跨省转移就业1117人。
针对春节后农村劳动力求职数量多、
企业招工数量大等特点，
省人力资源开发

■■■■■

局及时召开
“春风行动”
活动专题会议，
周
密部署各项工作。
为进一步夯实琼粤劳务输出合作机
制，
1 月 11 日至 14 日省局组织市县就业
局赴广东开展了劳务对接活动，召开琼
粤用工对接座谈会，
签署《2018 年琼粤劳
务输出框架协议》。全省各市县依托基
层就业服务平台，深入村庄了解劳动力
的基本情况和求职需求，建立就业信息
台账；
深入企业收集企业用工需求、招聘
计划。各市县还线上线下齐发力，线上
招聘注重持久，
现场招聘进镇入村入园。
为引导农村劳动力参加技能培训，
各
市县在招聘会上都设置了职业技能展示
区。为使
“春风行动”
活动家喻户晓，
全省

上下广泛发动各类媒体进行宣传报道。
就业宣讲方面，全省集中于 3 月 4
日至 9 日分别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
政镇、万宁市长星村等地举行了 5 场“春
风行动”就业创业政策宣讲暨经验交流
会。除了全省集中组织的巡回宣讲外，
昌江、洋浦、三亚、五指山等市县区还因
地制宜组织开展就业创业宣讲。
跟踪服务方面，所有市县均通过建
立信息台账，
密切关注、及时回应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需求和招聘企业用工需
求。临高、昌江、儋州等市县还分别举行
农民工赴粤（闽）务工欢送仪式，输送
596 名农民工赴广州、中山等地就业。
（本版策划/李辰骏 撰文/彭建 李辰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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