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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落實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

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舉行第三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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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 人民政
協專刊綜合報道 政協
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
委員會第三次會議18
日至20日在北京舉
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
聲出席並講話。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
記處書記劉雲山應邀到
會作了關於中共十八屆
三中全會會議情況和精
神的報告。

俞正聲：緊密聯繫政協實際貫徹落實三中全會精神
俞正聲指出，要深入學習領會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進一步把思想
和行動統一到全會精神上來。全會對發展統一戰線事業和人民政協事業作
出重大部署，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進行了科學定位，對協商民主廣泛多層
制度化發展作了深刻表述，對發揮統一戰線在協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提出
明確要求，對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作出具體部
署。要通過制定並組織實施全國政協年度協商工作計劃、增加協商密度、
在政協健全委員聯絡機構和完善委員聯絡制度等，努力為政協委員提供更
多發表意見、協商議政的機會，推動各項改革舉措更好地貫徹落實。
俞正聲強調，要緊密聯繫政協實際，認真貫徹落實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
精神。一是始終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
體系和制度，決不生搬硬套別國的模式或道路，否則就會走上邪路或老
路。二是認真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為全面深化改革
積極獻計出力。要切實樹立法治理念、堅持法治思維、營造法治環境，使
改革在法治軌道上有力推進。三是充分發揮人民政協增進共識、匯聚力量
的重要作用。要暢通表達渠道，深入調查研究，在討論中真誠交換意見，
促進交流、交往和不同意見的交鋒；要多做協調關係、理順情緒、化解矛

盾的工作，促進增加共識，為順利推進改革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俞正聲還就深入學習貫徹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切實抓好下一階段
重點工作做出具體部署。

劉雲山：要 力領會精神實質、掌握核心要義
在18日的開幕會上，劉雲山在報告中指出，三中全會從經濟體制、政治
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改革以及國防和軍隊改革、黨
的建設制度改革等方面，全面部署了改革的主要任務和重大舉措，內容十
分豐富。學習領會全會精神，既要全面把握，又要突出重點， 力領會精
神實質、掌握核心要義。
在19日舉行的全體會議上，周漢民、賴明、甘霖、吳光正、董文標等17
位常委對切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
革、在香港打造全球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航空母艦」等問題作了大會發
言。
會議追認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六次主席會議作出的關於撤銷王素
毅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資格的決定。會議通過表決，增補王新憲
為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通過李勇請辭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
委員的決定。

學精神 求實效 履職能 促改革
民主黨派專題學習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馬曉
芳 綜合報道）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甫一閉
幕，各民主黨派旋即召開專題會議，立足自
身特點，結合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圍繞全
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問題的決定》
，學習全會精神。

發揮優勢深入研究重點課題
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強調，民革各級組織
要緊緊圍繞三中全會確定的目標和任務，從
戰略和全局出發，就經濟體制改革、法治中
國建設、城鄉一體化發展、政府職能轉變、
社會事業改革創新、生態文明建設、兩岸合

作發展等內容建言獻策。
他指出，要注重保持和發揮民革參政議政
重點領域的特色，利用民革法律界別人才聚
集優勢、「三農」領域長期研究優勢、祖國
統一方面的特色和資源優勢，就相關課題進
行深入研討。要加速參政議政成果轉化，積
極履行參政黨職能。

堅決做改革促進派
民盟中央在近日下發的《民盟中央關於學
習貫徹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通知》
（以
下簡稱《通知》
）中指出，全盟要把深入學習
貫徹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與履行參政黨

職能相結合，堅決做改革的促進派。
《通知》強調，民盟要繼續發揮在文化、
教育、科技領域的特色優勢，就完善現代市
場體系、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發展社會主
義民主政治、建設生態文明等方面建言獻
策，履行好參政議政、民主監督職能，以實
際行動支持、參與、推進改革。
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指出，各級組織要引
導全體會員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全會精神和
戰略部署上。她強調，民進要提高履職能力
和水平，為全面深化改革作貢獻。
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都對宣傳貫徹落實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做出了安排部署。

各地政協學習貫徹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

發揮政協優勢 促進改革發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王由頁、馬
曉芳 綜合報道）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以來，
各地政協組織紛紛召開會議，學習和貫徹十八屆
三中全會精神。

深刻認識三中全會的重大歷史意義

■北京市政協主席吉林在
北京市政協第十二屆委員
會第七次主席會議上講
話。
本報北京傳真

北京市政協第十二屆委員會召開第七次主席會
議，市政協主席吉林表示，要深刻認識此次全會
的重大歷史意義，結合政協工作實際，深入學習
領會全會精神，推動政協工作不斷創新發展。政
協領導和機關幹部要帶頭學習，帶動政協委員認
真學習貫徹全會精神，堅定圍繞全面深化改革獻
計出力的自覺性。
會議還審議並通過了《政協北京市第十二屆委
員會主席會議關於加快推進我市科技企業孵化器

吉林省政協主席黃燕明在吉林省政協黨組擴大
會議上強調，要結合政協工作，把三中全會精神
落實到政協工作的全過程，把服務全面深化改革
作為工作重中之重。

以改革創新精神不斷增強政協工作生機

創新發展的建議案》及調研報告等；研究了將全
體委員納入專門委員會的有關事宜。

山東省政協主席、黨組書記劉偉表示，省政協
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迅速興起學習宣傳貫
把三中全會精神與政協工作緊密結合起來 徹三中全會精神的熱潮。要從政協職能特點出
發，為全面深化改革積極建言獻策，進一步強化
天津市政協主席、黨組書記何立峰指出，全 進取意識機遇意識責任意識，以改革創新的精神
市各級政協組織和政協委員，要把學習貫徹中 不斷增強政協工作的生機與活力，自覺運用三中
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與做好新形勢下的政協 全會所蘊含的改革精神、改革理念、改革思路、
工作緊密結合起來。他強調，要自覺堅持圍繞 改革方法來認識、研究政協工作的重大理論和實
中心、服務大局，充分發揮人民政協民主協商 踐問題，促進政協事業創新發展。
的智庫作用，進一步探索實踐在全市重大決策
四川省政協黨組（擴大）會議指出，要制定專
之前和決策之中的協商民主形式，繼續組織政 題學習方案，開展多層次學習研討，最大限度地
協委員集中開展以「今年怎麼看，明年怎麼辦」 增進各族各界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共識。
為主題的專題調研活動，力求拿出高質量的提
上海、雲南、廣東等地的政協組織也通過召開
案 和 建 議 ， 為 市 委 、 市 政 府 科 學 決 策 提 供 參 機關幹部會議、常委擴大會議等方式研究和學習
考。
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

2013法藍瓷陶瓷設計大賽在京頒獎

■全體參賽者與評委嘉賓合影。
本報北京傳真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農工
黨中央主席陳竺在農工黨中央學習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專題座談
會上講話。
本報北京傳真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王由頁、馬曉芳）由中
國藝術研究院、台灣創意設計中心與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
共同主辦的2013法藍瓷陶瓷設計大賽頒獎典禮18日在北京舉
行。柏林白湖藝術學院的陳祈均的作品《10°》獲得陶瓷設
計組金獎，來自景德鎮陶瓷學院研究生院的王武、姚翰超的
作品《飯米粒 FAMILY》獲得概念設計組金獎。
法藍瓷陶瓷設計大賽已連續舉辦7年。今年共有來自美
國、德國、瑞士等16個國家共700多隊報名參賽。亞太文化
創意產業協會發起人暨理事長陳立恆表示，本屆大賽主題
為「瞬」
，意在希望參賽者能專注身邊的美好，把記憶中的
事物凝結成為創意，從而衍生出設計作品，與世界分享。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總裁訪黔 商談合作
香港文匯報 • 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徐悅 綜合報道）近日，貴州
省政協主席王富玉在銅仁市江口縣
會見美國國家地理雜誌集團執行總
裁丹尼斯．霍根一行。王富玉希望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加強與貴州的交
流合作，多向世界宣傳貴州的旅遊
文化、歷史，推動貴州旅遊文化產
業走向世界。
王富玉向丹尼斯．霍根一行簡要
介紹了貴州氣候、環境、文化、旅
遊、交通等方面的情況。他說，獨

特的地形地貌和生態環境，使貴州
成為最值得旅遊和最適合人居的地
方，符合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的宣傳
理念。希望丹尼斯．霍根一行在貴
州期間多走走多看看，實地感受貴
州的自然風光和民族文化魅力。
丹尼斯．霍根是初次來到貴州。
他表示，貴州山好水好人好，令人
印象深刻，期待與貴州在旅遊項
目、教育培訓等方面進行交流合
作，擴大互利合作，深化美國與貴
州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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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卸任省級黨委常委的八位
政協主席：努爾蘭．阿不都滿
金、何立峰、夏德仁、吉林、
黃燕明、徐敬業、張昌平、朱
明國。
本報北京傳真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訊 20日出版的南方日報發佈
消息稱，近日，中央批准，
馬興瑞任廣東省委委員、常
委、副書記，朱明國不再擔
任廣東省委副書記、常委職
務。至此，經新一輪調整
後，全國31位省級政協主席
全部「退出」同級黨委常委
班子。
據新華網記者統計，本屆
省級政協31位主席中有8人由
省區市委常委兼任。
2013年年初，新當選的新
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協主席的
努爾蘭．阿不都滿金卸任自
治區黨委常委職務。4月，何
立峰、夏德仁、吉林先後卸
下天津市委、遼寧省委、北
京市委副書記、常委職務。5
月，吉林省政協主席黃燕明
不再擔任吉林省委常委、組
織部長。7月，徐敬業和張昌
平分別卸任重慶市委常委、
福建省委常委職務。

澳門中華文化聯誼會
書畫攝影展在京舉行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參觀展覽。
本報北京傳真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 馬曉芳）19日，由中華文化聯誼
會、中國文聯港澳台辦公室、澳門中
華文化聯誼會聯合主辦，慶祝澳門回
歸十四周年「濠江丹青—澳門中華文
化聯誼會書畫攝影作品展」在中國政
協文史館開幕。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饒有興致地參
觀了展覽作品並與澳門藝術家合影留
念。此次書畫攝影作品展共展出澳門中
華文化聯誼會所屬的三十多位藝術家創
作的百餘幅書法、繪畫、攝影作品。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
任、澳門中華文化聯誼會會長梁華表
示，澳門藝術家帶作品來到首都展
出，一是向首都各界人士展示成果，
切磋藝術，交流學習，同時也是共同
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十四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