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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 全 國 政 協 十 三 屆 一 次 會 議 在 北 京 人 民 大 會 堂 開 幕 ， 習 近 平 等 黨 和 國 家
領導人出席大會
中新社
3
3

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3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作政協工作
報告，全國政協副主席萬鋼作提
案工作報告。俞正聲指出，過去
五年，政協重點監督黨和國家重
大改革舉措、重要決策部署貫徹
執行情況，通過調研察看發現問
題、圍繞履責不力提出批評、針
對存在不足督促改進。今後，政
協將把握好監督的方向和原則、
節奏和力度，重點圍繞中共十九
大決策部署貫徹落實開展監督工
作，增加監督性議題比重，融協
商、監督、參與、合作於一體。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北京報道

調研視察發現問題 協商監督融於一體

落實十九大決策 增監督議題比重
去年監督性議題佔28%
俞正聲表示，政協視察調研的監督性議題
逐 年 增 加 ， 由 2015 年 的 12 項 佔 11% ， 發 展 到
2017年的20項佔28%。談及對今後工作的建議
，俞正聲表示，將加強政協民主監督，堅持協
商式監督特色優勢，把握好監督的方向和原則
、節奏和力度，重點圍繞中共十九大決策部署
貫徹落實開展監督工作，增加監督性議題比重
，融協商、監督、參與、合作於一體，更好發
揮政協民主監督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中的獨特
作用。
俞正聲還指出，政協貫徹全面從嚴治黨部

署，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依章程撤銷令
計劃、蘇榮、孫懷山等38人全國政協委員資格
。多措並舉推進機關建設，加大巡視整改力度
，支持中央紀委駐政協機關紀檢組監督執紀問

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
開幕。汪洋主持會議
中新社

民主監督一直是政協的重要職能，亦是中
國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對於加強和改進
民主監督工作情況，俞正聲指出，過去五年，
政協重點監督黨和國家重大改革舉措、重要決
策部署貫徹執行情況，通過調研察看發現問題
、圍繞履責不力提出批評、針對存在不足督促
改進。

責，營造良好政治生態。

4215件涉改革提案辦復
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萬鋼
隨後作了提案工作情況的報告。
萬鋼特別提到，2017年政協委員
、政協各參加單位和各專門委
員會重點圍繞深入推進 「三去
一降一補」、深化重點領域和
關鍵環節改革、保障和改革民
生等提出意見和建議，立案的
4215件提案已基本辦復，41項重
點提案督辦已全部完成。
對於今後工作建議，萬鋼
表示，將把協商貫穿提案工作
全過程，不斷豐富協商內容和
形式。以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
策和重要決策部署貫徹落實情
況為監督重點，進一步通過提
案開展協商式民主監督。

政協民主監督數據

1

監督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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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扶貧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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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督辦

從 2015 年 的 12 項 佔
11%，發展到2017年
的20項佔28%
▲3月3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開幕。這是軍樂團在演奏
新華社

相關視察調研涉及17
個省區市

創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
【大公報訊】據人民政協報報道：中國全
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3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
堂開幕。俞正聲代表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
常務委員會作工作報告，他回顧五年工作時表
示，推進政協協商民主建設，形成協商議政新
局面。

2017年圍繞重點領域
立案的4215件提案基
本辦復，41項重點提
案督辦全部完成
（記者張寶峰製表）

深入基層 用事實數據說話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全國政協十
三屆一次會議3日在北京開幕，十二屆全國政協
主席俞正聲在工作報告中 「今後工作的建議」
部分提出，人民政協應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優
化隊伍結構，改進組織方式，深入基層、沉到
一線，用事實和數據說話，把協商議政、民主
監督建立在扎實調研基礎上。
關於加強政協自身建設，俞正聲提出，強
化委員意識，把責任扛在肩上，把事業放在心
上，全面增強履職本領，提高政治把握能力、
調查研究能力、聯繫群眾能力、合作共事能力

，堅持不懈改進作風，有效履行委員職責。俞
正聲還建議，要做好提案、視察、大會發言、
社情民意信息、文史資料、新聞宣傳、人民政
協理論研究等工作，在提升質量上下功夫。創
新發揮界別作用方法途徑。堅持政協黨的領導
體制，加強和改進專門委員會建設，強化機關
服務保障能力。
回顧過去五年開展的調研工作，俞正聲介
紹，全國政協針對東北三省工業轉型升級難點
問題，由3位副主席帶隊，分16個子課題，深入
22個市地、87家企業座談討論，形成專題報告，

並召開專題協商會集中提出建
議。
他還提到，2017年 「實施
精準扶貧中存在的問題和建議
」專題議政性常委會議前，全
國政協6位副主席帶隊、101名
委員參加，隨機走訪、進村入
戶，着力解剖麻雀、發現問題
；會上多角度分析論證，集中
提出意見；會後繼續跟進，促
進落實。

專題協商會每年至少2次
三月

兩會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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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
上午

●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上午
11時

●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全日

● 小組會議，審議常委會工

舉行預備會議，選舉大會
主席團和秘書長，表決會
議議程草案
舉行首場新聞發布會，就
大會議程和人大工作相關
的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政協

商以求同 協以成事 謀求最大公約數
北京觀察
鄭曼玲
又是一年三月三， 「
兩會時間」正式開啟。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工作報告中回顧了五年來
政治協商工作取得的成就，在總結經驗及體會時
他特別提到，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
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也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
的重要原則。要堅持商以求同、協以成事，找到
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
中國式民主是一個謀群策、集眾思、廣納
言、合議決、告四方的過程，而在這其中， 「
商量」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也是獨一無二
的特徵。毛澤東就曾說過： 「我們政府的性格
，你們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辦事的」，
「可以叫它是個商量政府」。習近平也曾談到
， 「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內部商量
好怎麼辦，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夠，要想把事情
辦成辦好是很難的。我們要堅持有事多商量，
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
越好。」

之所以如此重視 「商量」，皆因 「以天下
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
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只有廣
開言路，才能博採眾謀，只有通過交流討論、
質疑妥協，才能減少分歧，達成共識，在決策
之前對尚未定論的問題進行修改完善，最終達
至多贏增效的目的。
在這方面，政協組織具有先天優勢，因為
它吸納了各界精英，堪稱中國最大、最特殊的
智庫。在這個平台上，對於涉及國家建設、社
會發展及改善民生的事務，大家都可以暢所欲
言、民主協商，實現各個階層對國家政治生活
的廣泛且規範性參與，貢獻出富有前瞻性和建
設性的意見建議。
從俞正聲主席所做的工作報告來看，過去
五年，全國政協在 「商以求同、協以成事」上
已經發揮了顯著作用。圍繞穩增長、促改革、
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等主題，既有專題議
政性常委會議的綜合獻策，也有專題協商會、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專項議政；同時又進一步強
化了政協的民主監督職能，對重大改革舉措和
重要決策部署的貫徹執行情況，通過調研察看

作報告和提案工作情況的
報告

俞正聲稱，認真落實中共中央關於政協協
商民主建設重大改革舉措，對政協協商民主建
設實施意見貫徹執行情況開展階段性評估，通
過實地調研檢查，推廣經驗，查找不足，改進
工作，進一步完善以全體會議為龍頭，以專題
議政性常委會議和專題協商會為重點，以雙周
協商座談會、對口協商會、提案辦理協商會等
為常態的協商議政格局。
俞正聲表示，建立制定年度協商計劃制度
，增加協商密度，專題議政性常委會議由每年1
次增加到2次，專題協商會由每年1次增加到至
少2次。
俞正聲稱，創建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優
化參與構成，合理確定議題，強化討論交流，
參會委員以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為主，
選擇切口小、社會關注度高的具體問題議深議
透，共舉辦76次，已成為政協協商民主經常性
平台和重要品牌。

（記者張帥製表）

發現問題、圍繞履責不力提出
批評、針對存在不足督促改進
，發揮了協商式監督的特色優
勢，取得良好成效。
當下，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到了40年的時間
節點，已經步入了 「深水區」和 「攻堅期」，
勢必越來越多地觸及深層利益關係，需要革思
想的命、削手中的權、去部門的利，對固化模
式進行重大而深刻的調整。而隨着各種矛盾和
風險日益凸顯，一些改革久議不決、決而難行
、行而難破，屢見不鮮。要做到改革不停頓，
開放不止步，除了更大的勇氣、更強的韌性，
尤其需要以更高的智慧來 「商以求同、協以成
事」。
俞正聲主席在報告中說了這麼一段，協商
就要真協商，要弘揚民主精神，踐行協商理念
，營造良好氛圍， 「讓委員願講話、敢講話、
講真話，提倡熱烈而不對立的討論、真誠而不
敷衍的交流、尖銳而不極端的批評」。
如今，兩會的大幕已經拉開。在這十幾天
的時間裏，我們側耳聆聽，期待聽到更多這樣
的 「議政好聲音」。

討論熱烈不對立
交流真誠不敷衍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3日下午
在京開幕。俞正聲代表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作工作
報告，他表示，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
的真諦，也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原則。
談到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
門協商機構作用，俞正聲強調，堅持協商就要真協商，堅持商以求
同、協以成事，弘揚民主精神，踐行協商理念，營造良好氛圍，讓
委員願講話、敢講話、講真話，提倡熱烈而不對立的討論、真誠而
不敷衍的交流、尖銳而不極端的批評，努力增進共識、促進團結。
「人民政協是莊嚴的政治組織，政協委員是榮譽更是責任。」關於
發揮政協委員主體作用，俞正聲在相關論述中也提到，要堅持守紀
律、講規矩、重品行，拒絕冷漠和懈怠、拒絕浮躁和脫離國情的極
端主張、拒絕奢靡和一切利用權力或影響力謀取私利的行為，樹立
政協委員良好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