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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合作初心 開啟新的征程
—八大民主黨派全國代表大會結束 順利實現新老交替
學習貫徹中共十九大精神、聽取並審議本黨派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修訂本黨派章程、選舉
產生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2017 年 12 月 24 日，隨着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十三次全國代
表大會在京閉幕，八個民主黨派全國代表大會圓滿結束。近一個月的時間裡，八個民主黨派全
國代表大會完成既定議程，順利實現新老交替。
經選舉，各民主黨派新一屆領導人順利產生：萬鄂湘連任民革中央主席，丁仲禮當選民盟中
央主席，郝明金當選民建中央主席，蔡達峰當選民進中央主席，陳竺連任農工黨中央主席，萬
鋼連任致公黨中央主席，武維華當選九三學社中央主席，蘇輝當選台盟中央主席。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

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
（連任）
再次連任民革中
央主席，萬鄂湘表
示，一定不辜負全
黨同志的期望和重託，恪盡職守、廉潔奉
公，堅定信念、堅持原則，團結和帶領全黨
同志，為開創民革工作新局面而勤奮工作。
談及未來工作，萬鄂湘強調，民革將繼續
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工作導向，緊
緊圍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
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聚焦建設現
代化經濟體系、深化依法治國實踐、實施鄉
村振興戰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
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建設美麗中國、推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等具體任務，找準履職盡責

的切入點和突破口，提出真知灼見。
在民革成立 70 周年之際，萬鄂湘表示，民
革走過 70 年的光輝歷程。民革前輩選擇接受
中國共產黨領導，並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鬥，這是民
革永不動搖的初心，也是民革 70 年始終堅
持、不斷傳承的立黨之本。
「今後五年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
歷史交匯期，我們將按照民革十三大的部署
安排，凝心聚力履職盡責，積極為黨和國家
發展建有用之言、獻務實之策，不負歷史重
託、不負民革黨員期望，在新時代堅持和發
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征程中續寫新的輝
煌篇章。」萬鄂湘說。

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禮
（新當選）
作為新當選的
民盟中央主席，
丁仲禮深感使命
光榮，責任重大，「我代表民盟中央新一屆
領導集體莊嚴承諾，一定不忘合作初心，牢
記歷史使命，不辜負29萬盟員的重託。」
展望未來 5 年工作，丁仲禮表示，「今後 5
年，既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關鍵時期，
也是民盟充分履行參政黨職能大有作為的重
要時期。民盟將緊緊圍繞中共十九大擘畫的
一系列重大戰略決策和部署，統籌規劃各項
職能，集中優勢，履職盡責，為助力我國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踏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
國家新征程獻計出力。」
76 年來，幾代民盟人薪火相傳、接力前
行，始終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
共，為新中國的成立和建設、為我國改革開
放宏偉事業，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多黨合作
事業的發展與完善作出了重要貢獻。
丁仲禮說，「不忘合作初心，繼續攜手前
進，是我們的歷史使命和神聖責任，我們有
信心、有能力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
事業進一步堅持好、完善好，為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
（新當選）
談及未來工作的
開展，郝明金提
出，在順利完成新
老領導班子交接
後，要遵循「穩中求進」工作法，當務之急
是明確當前全會工作的主要矛盾是什麼，抓
什麼、怎麼抓。
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也發生歷
史性變化。郝明金說，民建當前工作的主要
矛盾是本會履行參政黨職能的能力與中共中
央提出的按照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
黨要求更好履行職能不相適應的問題。他提
出，需要居安思危、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與時俱進、奮發有為。一方面全面加強自身
建設，提高履職能力和履職本領，把政治建
設擺在首位，旗幟鮮明講政治，堅決擁護中
共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
另一方面要集全會之智，聚全會之力，發揮
全會的整體作用。
「未來一個時期，要切實搞好換屆後的
政治交接，繼承和發揚與中國共產黨通力
合作的光榮歷史和優良傳統。」郝明金
說，要把政治交接作為新一屆領導班子必
修的「思政課」，以多種形式增強政治交
接的質量和效果，做到換屆換出新氣象、
新幹勁、新作為。

民進中央主席：蔡達峰
（新當選）
作為唯一的「60
後」民主黨派中央
領導人，蔡達峰認
為這是一個神聖的
職責，承載着時代和國家賦予的光榮使命，
「我必須忠誠盡力，把事業的接力棒接好。」
「入會 22 年的經歷告訴我，多黨合作和
統一戰線事業的發展，多黨合作事業不斷譜
寫出的時代新篇章，根本上得益於中國共產
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蔡達峰說。
回顧民進前輩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的
光輝歷史，蔡達峰說：「民進的誕生，本
身就是愛國知識分子與中國共產黨人通力
合作的經典之作。民進主要創始人馬敘倫

先生曾說，『只有跟着共產黨走，才是在
正道上行』。民進人將此作為政治遺囑，
代代相傳，始終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
榮辱與共。」
「我們只有牢記合作初心，才會有克服
困難、取得成功的堅定信念和堅實基
礎。」蔡達峰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
進入了新時代，民進必須立足於新時代新
方位，堅定政治立場，明確歷史使命，找
準自身建設和履行職能的着力點，在繼承
弘揚民進優良傳統的基礎上，以更寬廣的
視野、更長遠的眼光來思考和把握民進未
來的發展，不斷增強工作的原則性、系統
性、預見性、創造性，為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事業作出應有的貢獻。

一個月來，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
近樂際、韓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受中

共中央委託，分別出席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
民主促進會、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
主自治同盟、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
會、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全國代表大會開
幕會，並代表中共中央致賀詞，對各民主黨派
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中發揮的重要作
用和作出的貢獻給予充分肯定。
中央委員會是各民主黨派的中央領導機構。
此次全國代表大會共選舉產生各民主黨派新一
屆中央委員 1,537 名、中央常委 362 名，他們
大多出生在 20 世紀 60 年代，其中，中央委員

平均年齡約為53.6歲，中央常委平均年齡約為
56.2歲，年齡結構、年齡梯次比較合理。
隨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
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社會生活中發揮的作用
日益凸顯，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優勢更加明
顯。細數新一屆民主黨派中央領導班子，共
有 16 人在國務院有關部門、司法機關擔任實
職，在地方省級人民政府擔任副省長、副市
長、副主席，如致公黨中央主席萬鋼擔任科
技部部長、民盟中央副主席曹衛星擔任國土
資源部副部長、民建中央副主席秦博勇擔任
審計署副審計長、民進中央副主席陶凱元擔
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等。

農工黨中央主席：陳竺
（連任）
2017 年 12 月 1
日，陳竺再次當
選農工黨中央主席。農
工黨是以醫藥衛生、人口資源和生態環境領域
高中級知識分子組成的參政黨。陳竺本人的經
歷也與醫藥衛生密不可分。五年前首次當選之
時，長期從事醫療衛生事業的陳竺曾誠摯表達
了自己的夢想：要讓每一個中國人病有所醫、
病有所防，人人都能健康生活。時至今日，陳
竺說自己從未忘記初心，深感重任在肩。
「我們提出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和全
科醫生隊伍建設的建議被中共十九大報告採納，
提出將人均期望壽命提高1歲列為『十三五』規
劃的預期性指標等建議，被國家『十三五』規劃

綱要吸收採納。」陳竺說。
「社會服務是民主黨派直接參與國家經
濟社會建設的重要方式，農工黨要緊扣
『健康』『綠色』『扶貧』三大主題，集
中力量、整合資源、統籌謀劃。」陳竺介
紹，未來五年將把同心全科醫生特崗人才
計劃、中醫科學大會、杏林春雨行動等一
批初見成果的工作，培育成更具影響力的
社會服務品牌。
陳竺說，接下來的五年，要繼續擴大高
層次專家隊伍、優化界別結構。「爭取發
揮每個農工黨黨員的積極性，他們匯聚在
一起就是一支貢獻國家建設和民族復興的
重要力量。」

致公黨中央主席：萬鋼
（連任）
第三次當選致公黨中
央主席，萬鋼說，「雖
然致公黨黨員數量不算
多，但聲音不能小、作用不能小。」他指出，
「僑」和「海」是致公黨有別於其他黨派的特
色，也是致公黨工作的重點。近年來歸國留學
人員增多，海外僑界高度關注中國的經濟社會
進步和創新發展，他們可以從不同角度為國家
貢獻智慧和力量。
談及新的五年發展，萬鋼表示，首先要以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全黨，
深入學習貫徹中共十九大精神，這是未來五年
首要政治任務；其次，以提升創新能力為重

點，全面增強全黨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等方面
的履職能力；再次，發揮「僑」「海」優勢，
以服務「一帶一路」為着眼點，凝聚僑心僑
力，積極壯大對我友好的僑界力量，配合做好
港澳台工作促進反「獨」促統；此外，要做好
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把監督的過程變成推
動解決問題和政策落地的過程，全面提升社會
服務整體水平。
萬鋼說，「新時代，致公黨將傳承初心之
志，築牢同心之基，更加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為實現人民對美
好生活的嚮往而努力奮鬥。我願肩斯重任，帶
領大家再啟新程。」

九三學社中央主席：武維華
（新當選）
對於此次當選九三
學社中央主席，武維
華說：「大會選舉我
擔任九三學社中央主席，我深感責任重大，使
命光榮，定當不忘合作初心，牢記責任使命，
恪盡職守，勤勉工作。」
由科學技術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組成的九三學
社，如今已經走過七十二載春秋。武維華說，
九三學社將一如既往繼承愛國民主科學的優良
傳統，發揮界別特色，在新時代新征程中錘煉
調研功夫、提升政治參與能力，將圍繞科技體
制改革、生態文明建設、精準扶貧、「三大發
展戰略」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開展研究。突出調

研選題的問題導向，既要有前瞻性、全局性、
戰略性，又要切口小、具有可行性。此外，還
將繼續以脫貧攻堅民主監督為抓手，努力提高
監督本領和實效；創新工作思路，繼續鞏固和
深化「多黨合作新農村建設」「亮康行動」等
社會服務品牌建設。
談到九三學社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參政黨的新目標，武維華說：「今後五年，我
們將努力把九三學社建設成為政治清醒、信念
牢固、參政有為、履職有力、科學民主、富有
活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也就是成為
思想更加堅定、履職更加堅實、組織更加堅強
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

台盟中央主席：蘇輝
（新當選）
蘇輝出生在大陸，
成長在大陸，身為台
胞，她對兩岸和平統
一有着強烈的渴望。她表示，「血脈相連」這
句話，我們體會最深。我們要堅守信念，堅決
反對「台獨」，矢志不渝地做祖國和平統一的
推動者。
蘇輝曾長期在政府經濟部門工作，2012 年作
為專職副主席進入台盟中央工作。回望來時
路，蘇輝感慨，「從政府部門到黨派中央，跨
度很大，我不敢有絲毫懈怠，始終用心、用
情、用智地工作學習。」
蘇輝表示，台盟將按照中共十九大明確的對
台工作原則方針，結合自身特點和優勢，持續

推進兩岸民間交流合作，集中力量打造具有台
盟特色的主題體驗式交流活動，深入做好與台
灣工商界、醫師界、文化界等重點領域和重點
台胞團組的聯絡交往，厚植兩岸心靈契合的民
意基礎。
談及未來五年工作，蘇輝表示，我們要不忘
初心，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擁護者，將學習貫徹中共
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與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習實
踐活動相結合，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不斷鞏固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奮鬥的共同思
想政治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