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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政建言新形式
凝聚共識新平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7月9日

在京參加「委員講堂」活動。他強調，「委員講

堂」是十三屆全國政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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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項履職創

新探索，為政協委員聯繫團結界別群眾、面向社會

正面發聲、凝聚和傳播共識搭建了一個新的機制化

平台，要不斷總結完善，努力將「委員講堂」打造

成為加強思想政治引領、豐富人民政協雙向發力的

重要載體，打造成為展現政協委員新時代新擔當新

作為的重要窗口。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王曉雪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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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參加「委員講堂」活動 冀打造新時代新擔當重要窗口

在
雙
向
發
力
上
更
進
一
步

推動教育改革發展 深化教師管理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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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指出，近一年來，「委員講堂」結
合政協工作實際，充分發揮委員獨特

優勢，聚焦經濟社會熱點問題錄製了16期
並播出了6期節目，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
注和好評。這是政協委員履職的新的品牌，
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在堅持中不斷完善。
要精心做好選題策劃，做到兼具政策高度、
社會熱度和民生溫度，增強感染力和公信
力，更好傳播政協聲音，講好政協故事。要
堅持讓委員唱主角，利用自身的影響力，闡
釋對黨和國家重大決策部署的認識和理解，
協助黨和政府解疑釋惑、理順情緒、化解矛
盾，發揮好正面引領、凝心聚力的作用。要
豐富傳播渠道，擴大品牌影響力。

為服務中心任務貢獻智慧
汪洋強調，人民政協將迎來70華誕。做

好今年的「委員講堂」工作，要同開展好慶

祝人民政協成
立70周年系列
活 動 結 合 起
來，引導委員
認真學習中國
共產黨的歷史、統一戰線的歷史、人民政協
的歷史，深入宣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真正把參與慶祝活動變成強化
理論學習、進行自我教育、增進思想共識、
凝聚奮進力量的過程，更好擔負起人民政協
制度參與者、實踐者、推動者的責任，為服
務中心任務貢獻智慧和力量。
「委員講堂」旨在組織廣大政協委員結合
自身實際，全面深入地宣傳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闡述對黨和國家
重大決策部署的認識與理解，更好發揮在凝
聚共識、協調關係、服務大局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

活動每期邀請一位全國政協委員作為主講
人，就經濟社會焦點問題和人民群眾關心的
熱點話題錄製公開課。近一年來，「委員講
堂」已錄製了16期節目，並從2月23日起
在人民網、全國政協官方網站等平台播出了
6期。

展現政協委員新時代新擔當
全國政協常委李朋德認為，「委員講堂」

不僅是資政建言的新形式，更是凝聚社會共識
的新平台。委員對熱點問題發表見解，政府部
門可以參考，委員之間還可以相互學習，社會
公眾也多了一個了解熱點話題的渠道。

李朋德表示，參與「委員講堂」也是委員
履職的一種重要形式，對參與講堂的委員而言
也是一次極大的考驗，他們要明確老百姓關心
什麼，國家有什麼政策，個人有什麼理解。講
堂形式還要更加生動活潑、引人入勝，就像準
備一個「單人話劇」。「汪洋主席高度重視
『委員講堂』，委員們也很關心，公眾也積極
支持，『委員講堂』作為一個新生事物，一定
會不斷完善、發揚光大。」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稅務學會副會長張連

起在「委員講堂」中做完題為「個人所得稅改
革，中國在行動」的演講後表示，「委員講
堂」在建言資政的基礎上凝聚更大共識，在凝

聚共識的導向下建言資政，實現黨心民意的同
頻共振、上下貫通。「擔任主講人，不僅可以
建言資政，展現政協委員新時代新擔當新作
為，也提高了政協委員的履職能力。」
北京市海淀區政協副主席劉恪表示，汪洋

主席提出，開辦「委員講堂」的目的，就是
搭建一個凝聚共識的平台，通過委員把共識
傳遞給委員所聯繫的界別……這對我們政協
工作定位和委員履職意義重大。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全國政協10日在福
建福州召開部分省區市政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
結合「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就「慶祝
人民政協成立70周年－深刻認識專門協商機構作
用歷史貢獻和新時代的新使命」進行交流研討。
全國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張慶黎主持會議並

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高度重視人民政協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
想、新論斷、新部署、新要求，為人民政協工作提
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進方向。

推動新時代政協事業不斷實現新發展
今年是人民政協成立70周年，張慶黎指出，要按
照全國政協黨組和汪洋主席的部署和要求，進一步
結合實踐加強理論研究，圍繞新時代人民政協的新
方位新使命等重大問題深入開展調查研究，推動人
民政協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為完善和
發展人民政協制度作出貢獻。
張慶黎表示，要對照黨中央的部署要求，提高政

治站位，在當地黨委領導下開展好慶祝人民政協成
立70周年有關活動，把慶祝活動變成委員學習政協
理論、了解政協歷史、進行自我教育、增進思想共
識、凝聚奮進力量的過程，更好擔負起人民政協制
度參與者、實踐者、推動者的責任；要高質量做好
下半年各項協商議政工作，在強化思想武裝上更進
一步，在建言資政和凝聚共識雙向發力上更進一
步，在提高履職工作質量上更進一步，在改進工作
方式方法上更進一步，在「兩支隊伍」建設上更進
一步，形成更多工作亮點和品牌，更好服務大局和
中心任務；要上下聯動增強政協系統工作協同性，
在堅持好已有制度機制的基礎上，完善和落實好全
國政協定期聽取省級政協意見建議、專委會對口座
談、以課題為紐帶的協同調研等制度機制，增強全
國政協系統工作協同性，提高工作效能、放大工作
效應，共同推動新時代人民政協事業不斷實現新發
展，以優異成績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迎接人民
政協70華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全國
政協副主席汪永清近日率調研組，就
「深化教師管理體制改革」在吉林省
調研。
調研組走訪省市縣鄉12所中小學
校、職業院校、高等院校，分別同一
百多名教師、家長、學生代表、教育
領域專家學者和學校管理人員面對面
交流，並同吉林省相關部門負責同志
座談。

汪永清指出，黨中央、國務院歷來
高度重視教育事業發展，高度重視教
師隊伍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
平總書記就教育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
念新思想新觀點，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對教育工作和教師隊伍建
設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提出明
確目標要求和具體政策措施，為新時
代推進教育改革發展、加強教師隊伍
建設指明了方向。

他表示，當前，推動教育改革發
展、深化教師隊伍建設改革，最根本
的就是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從「兩個維護」
的高度，把黨中央關於教育發展和教
師隊伍建設的決策部署落到實處，確
保取得實效。
汪永清希望吉林省委省政府能夠再

接再厲，在現有基礎上，認真貫徹黨
中央決策部署，全面梳理政策措施和

工作要求，對標對表，找出差距、分
析原因、研究解決辦法，確定路線圖
和時間表，進一步落實好黨中央決策
部署。對鄉村教育要有情懷，對鄉村
教師要特別關愛，希望吉林省勇於實
踐、積極探索，通過改革創新完善具
體制度機制，破解制約鄉村教師隊伍
建設的體制機制障礙，加快建設一支
素質合格、扎根鄉村、奉獻教育事業
的教師隊伍。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張
聰天津報道）由香港青年社團「惠州新
動力」發起並組織的2019年「展翅高飛
尋夢園－天津實習團」日前在津結業。
結業儀式上，天津實習團團長、港區全
國政協委員、香港惠州新動力主席、萬
城控股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樓家強表
示，祖國是香港發展的堅實後盾，「京
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等國家發展戰略，為香港提供了無
限機遇。
他寄語香港青年，把握國家發展機

遇，開拓就業創
業空間，積極融
入祖國發展。
樓家強說，近

年來，中央和特
區政府推進各項
青年政策，為香
港青年健康成長
創造了良好環
境。同學們通過

在天津的多角度考察和生活體驗，進一
步加深了對祖國內地的認識、加強國家
意識及民族認同感，並切實感受到青年
正在享受國家發展的成果。
香港特區政府駐天津聯絡處主任陳可

舒表示，特區政府重視青年發展，積極
舉辦內地交流活動，開闊年輕人視野，
並提供豐富多樣的實習崗位。他呼籲，
香港青年要把眼光放遠，勇於走出「舒
適圈」，持續保持對祖國的好奇心，抓
緊內地發展機遇。
結業儀式上，來自香港大學、香港中

文大學、天津南開大學、英國倫敦大學
學院等高校的28位香港青年相繼分享了
實習感受。回顧一個月的實習生活，來
自香港大學的馮凱欣表示，非常感謝主
辦機構提供的實習機會。她指出，透過
6個星期的實習，充分體驗到祖國的飛
速發展，全方位觸碰到博大精深的中華
文化。
香港樹仁大學的林熹鏞說，「6個星期
的實習交流，不僅體驗到天津別樣的風
土人情，更認識到交流的重要性。返港
後，我會同家人和朋友分享此次實習的
見聞，未來有機會我也願意到內地工作
生活。」
天津市委常委、統戰部長冀國強表

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們偉
大的祖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文化燦
爛，希望同學們多走一走、看一看，學
習歷史，了解國情。冀國強說，歡迎同
學們返港後，邀請更多的香港青年朋友
回來看看，更加深入地了解認識祖國，
積極融入祖國新一輪的發展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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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二季度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座談會
15日在京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楊傳
堂、辜勝阻、高雲龍出席會議。
座談會上，劉世錦、李曉鵬、王一
鳴、曾鈁、李一、藍逢輝、裴長洪、
劉尚希、楊偉民等9位全國政協委
員，深入分析研判2019年上半年經
濟運行情況，並結合形勢就做好下一
步經濟工作提出意見建議。
中國經濟2019上半年「成績單」

亦於當日揭曉。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核
算，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450,933億
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6.3%。研討中，委員們認為，今年以
來面對異常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和國
內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任務，各地區
各部門深入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堅定踐行新發展理
念，適時適度實施宏觀政策逆周期調
節，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在合理區
間，延續了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發展
態勢。

持續提升中國經濟發展質量
儘管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保持住應

有的平穩態勢非常不容易，但委員們
同時提出，下半年不穩定不確定因素
仍在增多，內外因素疊加，經濟下行

壓力加大。要繼續保持應對複雜局面
的戰略定力和耐力，密切關注國際國
內經濟形勢的主要變化，增加經濟發
展的韌性，持續提升中國經濟發展質
量。
針對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中出現的

老問題和新變化，委員們建議，明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
年，要通過結構性改革進一步挖掘新
動能，激發市場微觀主體的積極性，
啟動中等收入群體倍增戰略，在大都
市圈構建中挖掘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委員們認為，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

形勢，我國逆周期政策仍應適當加
強，積極財政政策要有預案，優化財

政支出方向，結構上疏通向實體經濟
傳導的機制。
同時加大協調防範金融風險，宜

疏不宜堵，堅持精準施策；要繼續
向改革要動力，大力支持中西部的
創意產業發展，在人才培養、資金
支持等方面出台優惠政策；鼓勵政
府國企央企的創投基金投入創新創
業的初期階段項目，發揮政府槓桿
的撬動作用，吸引更多社會資本合
規合法地投入相關國計民生產業；
積極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在國際競
爭戰略中建立全球視野，進一步加
強國際經貿規則的對接，擴大國際
合作、構建雙贏機制。

全國政協召開二季度宏觀經濟形勢座談會

逾三千人參加盧溝橋醒獅越野跑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為紀念
全民族抗戰爆發82周年，7月13
日，北京第三十三屆盧溝橋醒獅越
野跑活動在北京園博園舉行。北京
市政協主席吉林等領導出席開幕
式，並為越野跑發令。
北京盧溝橋醒獅越野跑活動是一

項以紀念抗戰為主題的愛國主義教
育活動，由市政協、市體育總會和
豐台區人民政府共同主辦。該活動
自1987年舉辦以來，每年舉辦一
屆，已成功舉辦32屆，規模從創辦
之初的 248人增加到現在的每年
3,000多人，吸引了多個長跑協會、

大學長跑隊、港澳台同胞、以及海
外華僑華人和外國友人踴躍參加。
活動現場，在豐台五小和長辛店
小學學生們演唱《我們是共產主義
接班人》後，聶一菁、李楊薇、姜
亦珊等北京市政協委員和袁晨星、
王傳越等歌唱家共同領唱、現場群
眾齊聲合唱《我和我的祖國》，互
動氛圍熱烈。此外，本屆活動專門
設置了圖片直播和視頻直播方式，
讓更多人通過網絡了解醒獅越野跑
活動，接受愛國主義教育洗禮。
北京市區兩級政協委員、民革市

委黨員、大中小學生等社會各界人
士3,000餘人參加此次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