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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新氣象 實現新作為
各民主黨派近期陸續召開會議，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等。各民主黨派中央認為，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強和
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闡明了人民政協的地位作用、目標任
務、職責使命、實踐要求，科學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戰略性重大
問題。2019 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人民政協成立 70 周年、多
黨合作制度確立 70 周年。要緊緊圍繞中共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聚焦經濟社
會發展重大問題，切實加強自身建設，不斷提升履職能力，努力建設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充分發揮特色和優勢，積極建言踐行，為決勝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貢獻智慧和力量。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
11 月 28 日召開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
在會第十三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

議上，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強調，民革作為
人民政協的組成單位之一，作為人民政協事
業發展進步的見證者、支持者、參與者，要
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強和改進
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思想，提高政治站位，
強化學習研討，堅持學以致用，切實在學懂
弄通做實上下功夫，用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
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思想武裝頭
腦，指導實踐，夯實思想政治基礎，推動民
革事業發展。

「舉全黨之力抓參政議政」
萬鄂湘指出，要堅持把思想政治建設放在
首要位置，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狠抓人才隊
伍建設，建立健全各項制度和機制，全面加
強自身建設；堅持「舉全黨之力抓參政議
政」，在調查研究上下功夫，抓選題，強特
色，重聯合，切實提高議政建言水平；扎實
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穩步推進定點扶貧
工作，全力推進脫貧攻堅工作；深入研究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
題，在發揮既有項目和平台作用的基礎上，
創新方式方法，團結更多台灣島內民眾，加
強與海外僑界的聯繫，為祖國完全統一凝聚
共識、匯聚力量。

發揮特色優勢 積極建言踐行
12 月 1 日，中國民主建國會第十一屆中央

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京開幕，民建中央
主席郝明金在工作報告中指出，2018 年是
全面貫徹中共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改
革開放 40 周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
年；也是十一屆民建中央委員會履職的第一
年，是民建事業發展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
一年。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民建
堅持思想引領，加強思想政治建設；堅持強
基固本，推進組織建設；立足特色優勢，積
極建言履職；凝聚智慧力量，服務社會發
展。民建全會努力展現新氣象，實現新作
為，自身建設和各項工作取得新成績。
郝明金強調，2019 年是新中國建立 70 周
年、人民政協成立 70 周年、多黨合作制度
確立 70 周年。在新的一年裡，民建要堅持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
導，認真學習貫徹中共十九大精神，緊緊圍
繞中共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聚焦經濟社會發
展重大問題，切實加強自身建設，不斷提升
履職能力，努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
黨，充分發揮特色和優勢，積極建言踐行，
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貢獻智慧和力量。

聚焦打贏「三大攻堅戰」
12 月 2 日，中國農工民主黨第十六屆中央
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京開幕。農工黨中
央主席陳竺強調，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進入新時代，改革開放也到了一個新的重要

豐富協商形式
促進交往交融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王曉雪 綜合報道）全國
政協「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界別主題協商座談會11 月 30
日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本次界
別主題協商座談會是全國政協民
宗委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
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
思想，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近
期關於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講話
精神，突出雙向發力，着力打造
精品對口協商平台的工作創新。

廣泛凝聚共識

全國政協副主席馬飈強調，
要深刻認識促進交往交流交融
是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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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頭。今年以來，全國上下在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堅強領導下，不斷深化改
革開放，積極應對困難挑戰，我國經濟穩中
有進、社會和諧穩定，取得這樣的成績難能
可貴。作為見證者、參與者，我們倍感自
豪、倍受鼓舞。
2019 年是貫徹落實中共十九大精神重要
一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陳
竺指出，全黨工作總的要求是：堅持以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
入學習貫徹中共十九大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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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聚焦
打贏「三大攻堅戰」，緊扣健康中國和美麗
中國建設兩條主線，更加關注人口長期均衡

實現共同繁榮的核心舉措，要
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加強
思想政治引領、廣泛凝聚共
識，積極營造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良好環境。要持續推動
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
發展，提高用法治思維和法治
方式解決問題的能力，繼承和
弘揚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
馬飈表示，今後要繼續豐富協
商形式，更多搭建協商平台，把
中共中央的決策部署和對政協工
作的要求落到實處，把海內外中
華兒女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中國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
來，以優異的成績迎接人民政協
成立70周年。

堅定愛國愛澳立場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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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政協：建「雙向發力」制度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安徽省政協
黨組近日召開理論學習中心組學習會議。會議
強調，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加強和改進人民
政協工作」的明確要求，全國政協進一步明晰
了方向和路徑。要認真對標對表新思想新要
求，在加強科學理論武裝上聚焦發力，深入學
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
黨的十九大精神，持續不斷在學懂弄通做實上
下功夫。

要在落實「兩個全覆蓋」上聚焦發力，真
正把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與政協組織結構優勢
結合起來，發揮最大制度效能；在加強思想政
治引領上聚焦發力，把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廣
泛凝聚共識貫穿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
政的各項工作之中，不斷建立「雙向發力」的
制度、程序和機制；在提高建言資政質量上聚
焦發力，緊貼民生事項和群眾關切，選好選優
月度專題協商會選題。

砥礪奮進 履職盡責
民進中央主席蔡達峰在12 月 4 日召開的中
國民主促進會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
體會議上指出，2019 年， 全會要深入學習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
「不忘合作初心，繼續攜手前進」主題教育

活動為主線，把「弘揚愛國奮鬥精神，建功
立業新時代」活動作為主題教育活動的重要
內容，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建設，
引領各項工作取得新成績。要抓好思想政治
建設工作、組織建設工作、制度建設工作，
做好議政建言和民主監督工作、社會服務工
作、對外聯誼工作。
蔡達峰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在
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更加寬廣。作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民進使命光榮，
任務艱巨。
他指出，民進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砥礪奮進，履職
盡責，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汪永清：把提質增效貫穿履職過程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王曉雪 綜合報道）全國地方政協社會和
法制委員會日前在京召開座談會，深入
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強和改進
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實全國政
協黨組對政協專委會工作的部署要求，
交流工作新實踐、新認識，探討工作新
特點、新規律。
全國政協副主席汪永清出席並表示，
新一屆政協以來，各地政協社法委認真

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立足社法委
工作特點和本地實際，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積極成效，同時鍛煉了隊伍、錘煉
了作風。

圍繞中心服務大局
汪永清強調，各級政協社法委要高舉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偉
大旗幟，準確理解和把握新時代人民政
協的新方位新使命；要把堅持和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鞏固共同思想政
治基礎的主軸，進一步加強思想政治
引領；要緊扣社會和法治偉大實踐開
展工作，把「圍繞中心、服務大局」
的履職要求落到實處；要把提質增效
貫穿於各級政協社法委履職全過程和
各方面，下大力氣提高協商議政質
量；要切實加強政協社法委自身建
設，旗幟鮮明講政治，不斷提高履職
能力，改進工作作風。

吉林：把握政協新方位新使命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北京市政協系統近日
召開視頻會議，就貫徹落實全國政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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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進行學習
交流，對北京市政協系統深入學習貫徹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
工作的重要思想進行再動員、再部署、
再推進。

樹立「一線」思維
據介紹，北京市政協系統按照全國政
協部署要求，持續推進學習研討活動，
在學習貫徹工作中始終堅持黨的領導，
注重從政治上把方向；廣泛組織學習研
討，突出在學懂上下功夫；以課題研究
為牽引，切實在弄通上求深化；深入推
進查擺整改，着力在做實上謀實效。

豫政協：促履職提質增效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第七期「澳門
青年人才上海學習實踐計劃」結業式日前在上
海市政協議事中心舉行。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
員會副主任、中國僑聯原副主席康曉萍表示，
參加學習實踐活動的澳門青年人才是澳門未來
繁榮穩定發展的希望所在，也是共擔民族復興
偉大歷史責任的重要力量。
她勉勵學員樹立遠大理想，堅定愛國愛澳
立場，牢牢把握澳門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獨
特優勢，增強責任感、緊迫感和使命感，迸發

年輕人的朝氣和活力，積極向上，奮發有為，
在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
三角區域合作中奉獻力量、奉獻智慧、奉獻青
春，在推動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發揮澳門
青年人才應有的作用。
「澳門青年人才上海學習實踐計劃」是人
民政協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心、支持、
幫助港澳青少年健康成長」重要指示精神的一
項具體舉措，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倡導和
推動的一項滬澳青年交流活動。該活動由全國
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上海市政協、澳門中聯
辦、澳區全國政協委員、澳門基金會五方共同
主辦，自 2012 年起已連續舉辦七期，每期三
個月，已有 204 名澳門青年才俊參加。參加今
年學習實踐活動的 30 名學員，在上海行政學
院集中學習基礎理論後，分組到上海市商務委
員會、市旅遊局、浦東新區政府及徐匯區政府
實習，實地了解相關情況，開展實踐活動。

發展，以開展「不忘合作初心，繼續攜手前
進」主題教育活動為統領，全面實施「政治
建黨、履職興黨、人才強黨、作風固黨」四
大戰略，切實提高參政能力，按照「四新」
「三好」要求，努力建設政治堅定、履職有
為、隊伍過硬、作風優良的新時代高素質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為決勝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訊 河南省政協十二屆十三次主
席會議12月3日在鄭州舉行。會
議指出，習近平總書記近期關於
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講話，對人
民政協發揮重要作用寄予殷切期
望，對加強政協委員和政協幹部
隊伍建設提出明確要求，為做好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政協工作提
供了重要遵循。要認真學習貫徹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促
進政協工作嚴起來、緊起來、幹
起來，跟上黨中央要求往前走。
要真正做到堅持學深悟透，以科
學理論指導推動政協工作質量提
升；要創新工作舉措，以更大作
為促進履職提質增效；以黨建高
質量促進全省政協工作高質量。

北京市政
協主席吉林
表示，要用
好這些寶貴
經驗，持續
推動學習貫
徹習近平總
書記關於加
強和改進人
民政協工作
的重要思想
走深走實。
全市政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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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要把握重
要共識，即必須堅持和加強黨對人民政 人民政協的新方位新使命，圍繞中心服
協的全面領導，推進政協黨的組織和黨 務大局凝聚智慧力量，強化質量意識，
的工作有效覆蓋，正確處理思想政治引 樹立「一線」思維，築牢政協工作堅實
領和建言資政的關係，科學把握新時代 的思想基礎。

民企為中非經貿合作增活力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全國工商聯主
辦的第七期德勝門大講堂近日在京舉
行，以「直面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
展中熱點、痛點和難點，夯實中非經
貿投資合作基礎」為主題，邀請外交
部、商務部、國際發展合作署等部委
針對中非合作新時代的新政策、新舉
措、新行動進行闡釋；同時，邀請金
融機構、法律機構、智庫的代表與企
業家，針對中非經貿投資合作中的熱
點機遇，進行探討提升認識，並對痛
點難點問題深入討論，研究對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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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並

勉勵民營企業家堅定信心、勇於創
新，把握機遇、再創佳績。
與會專家一致認為投資機會多，
但其中的風險也是不容忽視。全國
工商聯中非民間商會會長汪力成指
出，近年來非洲國家經濟發展迅
速、人口增長快、市場潛力巨大，
但眾多的治安、營商環境等問題也
是不容忽視，建議廣大民營企業借
助商會等平台力量有序投資，實現
抱團取暖、抱團競爭。「如果企業
有前瞻性，可以提前佈局搶佔先
機，我認為目前是民營企業走向非
洲一個非常好的時機，機會很多但
也要注意風險。」汪力成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