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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授權香港文匯報主辦
香 港 友 好 協 進 會 協 辦

以理論學習、思想武裝
促進政協工作質量提升
日前，全國政協召開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強和改進人民政
協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會上強
調，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思
想，是指引新時代人民政協工作的強大思想武器。要認真學
習貫徹這一重要思想，把握其重大意義、豐富內涵和精神實
質，以理論學習、思想武裝促進政協工作質量提升，切實擔
負起新時代人民政協的新使命。汪洋強調，各級政協要以理
論學習研討為契機，進一步查找政協工作的薄弱環節和不足
之處，在加強和改進上下功夫、求突破。要全面加強政協系
統黨的建設，加強思想政治引領，聚焦中心任務履職盡責，
提高建言資政質量，增強履職實效。同時，加強政協自身建
設，抓好委員和幹部教育培訓。還要加強對地方政協工作指
導，把方向、做示範、解難題，提升政協工作整體水平。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任芳頡 綜合報道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加強和改
進人民政協工作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

觀點新論斷。 2012 年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
「協商民主」，指出「完善協商民主制度和
工作機制，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
化發展」。2013 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推進
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作了全面的規
劃和部署。2014 年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成立 65 周年大會上指出，人
民政協要發揮作為專門協商機構的作用，把
協商民主貫穿履行職能全過程。2017 全國
政協新年茶話會上習近平表示，人民政協要
認真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
能，努力尋求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
數、畫出民心民願的最大同心圓。2017 年
10月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協商民主
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是中國社會主
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社會主
義協商民主逐漸步入新常態。

堅守黨的領導這一「圓心」
「人民政協要畫出最大同心圓，先要定牢
圓心，這個『圓心』，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與會委員認為，堅持中國共產黨對人
民政協的領導是人民政協成立時的共識，也
是建立政治協商制度的前提。當前中國經濟
社會面臨深刻變革，利益格局更加複雜，思
想觀念更加多元，尤其需要全面加強黨對政
協工作的領導。
「越是在這種時候，越要確立政治上的主
心骨。」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主任朱小
丹在會上說。福建省政協主席崔玉英表示，
要在事關道路、制度、旗幟、方向的根本問
題上更加堅定、更加自覺。
「黨對政協工作的領導是靠黨員與黨外同
志合作共事來實現的。」吉林省政協主席江
澤林認為，要充分發揮各級政協黨組把方
向、管大局、保落實的重要作用，更好地發
揮各級政協黨組在政協工作中的領導核心作
用、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政協組織
中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
落實黨的領導，鞏固共同思想政治基
礎，還要把握好思想政治引領與建言資政
的關係。在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
會副主任葉小文看來，建言資政要堅持
「求同存異」。「求同」就是要「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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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之與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相適
應，提升其整體質量。「國內外許多
地方的實踐證明，在城市的特定區位
通過高密度高強度的開發和功能的混
合使用，豐富城市生活的多樣性，特
別是在完善教育、醫療配套設施方面
有着重要意義。」趙亞洲說。
致公黨北京市委常委關振鵬認為，
「回天地區」公共空間的服務能力欠
佳與以往的公共設施規劃建設彼此間
的系統性、關聯性匹配重視不夠有
關。應該對現狀數據進行分析，總結
出居民公共活動的一般規律和需求，
在此基礎上補充完善公共空間設計，
對於數類功能混合設置的公共服務設
施項目進行研究，從功能融合、空間
綜合和特色塑造的角度，提升「回天
地區」的公共服務環境品質。
委員們同時認為，其他地區應以
此為鑒，對已建成的其他中心城區
邊緣的大型居住區進行評估，統籌
制定建設或優化提升安排，如東壩
的南區、定福莊的常營、垡頭的翠
城與焦化廠、豐台的橋南等地區，
將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做好以實
現需求為本、以服務為先、以品質
為重的公共空間精細規劃和建設。

全國工商聯
「德勝門大講堂」
聚焦新能源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由全國工商聯主辦，
全國工商聯新能源商會、全國工商聯人才交
流服務中心共同承辦的第六期「德勝門大講
堂」近日在京舉辦。來自新能源領域的知名
專家、企業家圍繞「新能源，新動能」主
題，深入探討綠色發展背景下，新能源如何
培育推動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動能。中央統戰
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常務副主
席徐樂江出席。全國工商聯新能源商會會長
鍾寶申圍繞新能源與中國能源未來發展發表
主題演講，他表示：「隨着新能源產業的快

速發展，電力化、清潔化的能源時代正在到
來，由於成本下降，以及便利性、清潔性等
優勢，以光伏、風電為代表的新能源將成為
未來電力領域的主宰，將為中國推進綠色發
展提供可靠支撐。」
據悉，經全國工商聯批准的「第十二屆中
國新能源國際高峰論壇」將於 10 月 30 日在
北京國家會議中心隆重召開。本屆論壇還將
特別策劃新能源產品展示、新能源商務項目
對接、新能源投融資服務和新能源產業年度
報告發佈等活動，以滿足國內外新能源代表
的各項需求。

底線這個圓心固守住」，不能因為要在不
同情形下尋求最大公約數，就動搖了必須
固守的政治底線，鬆懈了思想政治引領。
「要把政治底線這個圓心牢牢守住，把包
容的多樣性半徑盡量拉長，努力畫出最大
同心圓。」葉小文表示。

引導社會凝聚共識
通過民主協商凝聚共識是人民政協工作的
重要任務。人民政協作為最廣泛的愛國統一
戰線組織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僅要在「內部」凝聚共識，也要面向社會
凝聚共識。政協工作的履職盡責，不僅僅是
對政策制定提出意見建議，還包括政策宣
傳、社會引導等內容。與會委員認為，政策
的制定要集思廣益，而政策的實施在很大程
度上取決於社會對政策的認知和支持程度，
共識度越高，政策實施就越有效，因此，引
導社會凝聚共識同樣是圍繞中心服務大局，
而且是更重要的圍繞中心服務大局。要探索
新舉措，建立新機制，鼓勵和支持政協委員
深入界別群眾，正面發聲，宣傳政策，解疑
釋惑，理順情緒，維護穩定。

在這方面，武漢大學政治文明與政治發展
研究中心主任虞崇勝認為，人民政協在宣傳
改革發展的大政方針、引導所聯繫群眾支持
和參與改革發展、為改革發展添助力增合力
等方面具有獨特優勢。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
包心鑒認為，人民政協要引導所聯繫成員和
廣大群眾「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參與改
革」，凝聚改革共識，匯聚改革正能量。

突出履職質量導向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
工作的重要思想，有兩個關鍵詞是『加強』
和『改進』，加強針對的多是薄弱環節，改
進針對的多是不足之處。」會上，河北省政
協主席葉冬松談了他的理解。
聚焦「加強」和「改進」，必須把履職質
量導向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委員們認為，政
協各項履職活動要從注重「做了什麼」、
「做了多少」向「做出了什麼效果」轉變，
以完善的工作制度機制倒逼工作質量的提
升。「要把提質增效貫穿到政協工作全過程
和各方面。」重慶市政協主席王炯說。
河南省漯河市政協主席呂巖認為，政協要

有高質量的工作標準，強化精品意識，制定
評價建言資政質量的標準。同時，還要有高
質量工作的方法，建立政協高質量履職長效
機制。在談到提案質量時，全國政協提案委
員會主任李智勇認為，要改變追求提案數量
的做法，探索提高質量的舉措。
政協工作的質量，在某種程度上也取決於
委員履職能力。委員們認為，作為黨和國家
「一線」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民政協理
應加強委員隊伍建設，大力推進履職能力建
設，着力提高委員的政治把握能力、調查研
究能力、聯繫群眾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對
此，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席小軍建議強化委員
履職管理和正向履職激勵，引導委員把責任
扛在肩上，展現新時代的良好形象。

劉奇葆：與世界同享湯顯祖戲劇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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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全國政協副主席劉奇葆
日前在 2018 年湯顯祖戲劇節暨國際戲劇
交流月開幕式現場表示，湯顯祖是中國
文學藝術史上的一座豐碑，是享譽世界
的戲劇大家。湯顯祖戲劇藝術具有超越
時空的永恒魅力。400 多年來，以《牡丹

冀實現監督平台對接
湘委員走進省紀委

京委員探索立體城市建設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北京市回龍觀、
天通苑地區是中心城區功能疏解集中
承載區域，該地區作為北京市城市化
進程中形成的大型居住區，近年來交
通擁堵、公共服務配套不足等問題日
趨嚴重。近日，北京市政協和市委統
戰部聯合召開「推進超大型居住區公
共服務配套設施建設、增強人民群眾
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議政會，委
員們針對上述問題建議引入「立體城
市」概念，探索數類功能混合設置的
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彌補這一地區配
套服務設施的缺陷。
北京市政協委員趙亞洲建議走城市
修補的路徑。他表示，「回天地區」
應引入立體城市概念，科學修訂空間
規劃，探索在立體方向混合使用的可
能性，修補完善城市商業、文化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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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會議並講話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會議並講話。
。
新華社

記者 王逍 攝

亭》為代表的「臨川四夢」，一直以不
同的劇種、不同的聲腔、不同的藝術樣
式，在中國和世界的舞台上上演，散發
出璀璨的藝術光彩。今天，我們舉辦湯
顯祖戲劇節暨國際戲劇交流月活動，以
湯顯祖戲劇文化為紐帶，深化中外文化
交流，把湯顯祖戲劇文化中最有當代價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訊（記者
姚進 湖南報道）近日，50 餘名湖南
省、市、縣三級政協委員走進省紀
委，在互動交流中，省紀委通報了
今年全省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
作情況；省政協通報了開展產業扶
貧調研和民主監督情況，委員們圍
繞產業扶貧中作風建設有關問題提
問，省紀委有關負責人逐一作答。
據悉，自 2017 年湖南便開展了「政
協委員走進省紀委」活動，推開了
探索政協「柔性監督」與紀委「剛
性監督」結合的一扇大門。
「巡視巡察『劍鋒』將如何更好
地對準扶貧領域？」「政協委員納
入特約監察員優選聘請範疇工作推
進情況如何？」「紀委內部監督機
制如何運作？」……互動交流中，

值、世界意義的文化精神展示出來，與
世界共同分享。
劉奇葆指出，湯顯祖是歷史的也是當代
的，是高雅的也是大眾的，是民族的也是
世界的。我們紀念湯顯祖，舉辦湯顯祖戲
劇交流活動，對於堅定中華文化自信，推
動中華文脈延續發展、發揚光大具有重要
意義。
劉奇葆表示，紀念湯顯祖，舉辦湯顯祖
戲劇交流活動，就是要大力傳承傳統文學
藝術文質兼美、意境高遠的優秀傳統，把
精神美作為永恒的價值追求，為人民群眾
奉獻更多高質量的優秀劇目，送上更有內
涵的文化活動，不斷增強人民的文化獲得
感和幸福感。同時，舉辦湯顯祖戲劇交流
活動也是為了向中外友人展示中華文化的
獨特魅力，讓中國觀眾欣賞到更多優秀外
國的劇目，在交流互鑒中推動國際戲劇文
化活動發展進步，不斷增進中外人民交往
和友情。

委員們拋出一系列問題，省紀委有
關負責人現場逐一「接招」作答，
氣氛莊重而不失融洽。
其間還出現了一個「搶麥」小插
曲。省紀委監委特邀嘉賓、全國人
大代表、懷化市麻陽縣譚家寨鄉楠
木橋村黨支部書記譚澤勇主動舉
手，結合基層工作經歷，圍繞農村
村霸惡勢力和腐敗現象提問。「以
前對政協不了解，通過這樣一次接
地氣、面對面的活動，感受到了政
協委員的作用、肩負的使命，以及
對社會『實實在在』的貢獻。」他
說道。
湖南省政協主席李微微表示，通
過活動，政協委員全面了解了省紀
委工作，進一步凝聚了全面從嚴治
黨的廣泛共識。要進一步將政協民

主監督和黨內監督深度結合，形成
常態化互動機制。要進一步將政協
民主監督和黨內監督深度結合，形
成常態化互動機制。探索加強「政
協雲」平台與「互聯網+監督」平台
的有效對接，打通與紀委相關監督
平台的接口，常來常「網」，使政
協民主監督與黨內監督的貫通更加
便捷、更為經常。
湖南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省
監委主任傅奎表示，要加強與政協
的日常聯繫，進一步提高政協委員
對紀委監委監督工作的參與度，加
強「互聯網+監督」與「政協雲」平
台的對接融合，加大對政協提案、
建議和信訪舉報件的辦理力度，自
覺接受政協委員和社會各界的監
督。

河南書記省長首次督辦政協重點提案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記者近日從河南省政協了
解到，河南省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以來，共
收到提案1,189件，經審查立案1,019件，遴
選確定 41 件重點提案，目前 2018 年重點提

案已全部辦結。重點提案涵蓋了「五位一
體」總體佈局要求，高度關注熱點民生問
題，在醫療、養老、學前教育、共享單車、
網絡訂餐安全、住宅小區物業管理等方面提
出了針對性建議。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河南省委書記王國
生、省長陳潤兒首次督辦重點提案，並在提
案辦理結果上作出批示，開創了河南省政協
提案工作的新局面。
據了解，河南省委書記王國生督辦了《關

於大力吸引聚集各類人才來豫創新創業的提
案》、《關於提升全方位開放意識打造內陸
開放新高地的提案》，省長陳潤兒督辦了
《關於推進我省黃河水資源高效利用的提
案》、《關於打造河南農業品牌建設質量強

省的提案》，河南省政協主席劉偉督辦了
《關於實施河南省大數據戰略發展的提
案》、《關於建好特色小鎮助推我省百城提
質的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