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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協經濟委召開第三季度委員學習座談會

完善雙向發力機制
強化委員責任擔當

全國政協機關日前召開全體幹部大會，對學習貫徹

中央政協工作會議精神進行部署。全國政協副主席兼

秘書長、機關黨組書記夏寶龍出席會議並講話。他強

調，要把學習貫徹中央政協工作會議精神特別是習近

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

首要政治任務來抓，按照汪洋主席和全國政協黨組的

部署要求，牢記使命任務，強化責任擔當，迅速興起

學習貫徹中央政協工作會議精神的熱潮，把中央政協

工作會議精神落到實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王曉雪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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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中央政協工作會議精神 發揮政協專門協商機構作用

推進健康中國 增進人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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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一直以來，，全國政協積極通過形式多樣的宣傳活動全國政協積極通過形式多樣的宣傳活動，，發揮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作用發揮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作用。。圖為全國政協推出圖為全國政協推出《《人民人民
政協光輝歷程政協光輝歷程》《》《檔案實錄檔案實錄－－人民政協成立前後珍貴資料展人民政協成立前後珍貴資料展》》兩個主題展覽兩個主題展覽，，吸引眾多媒體及觀眾參觀吸引眾多媒體及觀眾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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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全國政協
常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沈德咏日前
在中國政協文史館主持召開「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要堅持法治先行」重點提案辦理協
商會。
邀請提案辦理單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
委，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國家發展和改革
委員會、司法部、國務院港澳辦等有關部
門負責同志到會介紹提案辦理情況和工作
開展情況，並與全國政協委員及地方政協

同志進行協商互動。
沈德咏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

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
家戰略。這一戰略的實施，將有力促進粵港
澳地區民生福祉改善，有力推動形成新時代
全面開放新格局，進一步彰顯我國制度優
勢、發展優勢，豐富「一國兩制」新實踐。
法治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和保障，在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中，應本着先易後難、循序漸
進、急事先辦的原則，從三地共識度較高並

有良好基礎的民商事領域開始探索，努力實
現規則銜接。
有關部門與會人員一致表示，「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要堅持法治先行」的提案內容豐
富，建議中肯，針對性強，對於貫徹落實黨
中央決策部署、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戰略
落地落實具有重要促進作用。將按照這次會
議意見，結合參會全國政協委員和地方政協
同志建議，進一步做好提案答覆和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相關工作。

夏寶龍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協
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科學回答了

人民政協事業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
問題，標誌着我們黨對人民政協工作的規律
性認識達到新的高度，是新時代加強和改進
人民政協工作的根本遵循。要切實把思想和
行動統一到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上
來，深刻把握人民政協在黨和國家事業全局
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深刻把握人民政協的
工作特點和獨特優勢，深刻把握人民政協工
作面臨的形勢和挑戰，搞清楚新時代人民政
協是什麼、幹什麼、怎麼幹的問題，切實發
揮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作用。要以奮鬥者
的姿態和幹勁，積極推動新時代加強和改進
人民政協工作的實踐探索，把一個個需要研
究的課題梳理出來，把一項項需要落實的任
務羅列出來，加強理論研究，推動實踐創
新，努力取得新的成效。
夏寶龍強調，全國政協機關要切實擔起
黨中央賦予的政治責任、完善工作層面制
度方法的實踐責任、組織協調服務委員的
工作責任、建設模範機關的使命責任，學
習好、貫徹好、落實好中央政協工作會議
精神。機關上下要迅速行動起來，通過組
織開展學習培訓、理論研討、專題調研等
活動，學深悟透會議精神。要開展形式多

樣的宣傳活動，
集中報道各級政
協 學 習 貫 徹 情
況，及時總結宣
傳各地好的做法
和經驗，營造起
學習貫徹的濃厚
氛圍。
連日來，各地

政協亦先後召開會議，傳達學習中央政協工
作會議精神。湖南省政協主席李微微在9月
29日召開的會議上表示，要把深入學習貫徹
中央政協工作會議、湖南省慶祝人民政協成
立70周年座談會精神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
時期的首要政治任務，認真對標中央、省委
對政協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更好發揮專
門協商機構作用，持續推進「雙助雙行
動」，切實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建言資政和
凝聚共識雙向發力，用好用活政協雲，切實
發揮委員在政協履職中的主體作用，以「不
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為新的起點，
全面推進政協黨的建設。

發揮委員主體作用
李微微強調，要鞏固深化「不忘初心、牢
記使命」主題教育成果，不斷發現問題、解

決問題，以一線標準、一線作風、一線狀態
始終保持對初心使命的堅守和擔當，全面推
進政協黨的建設，以「工匠精神」建設一流
政協機關幹部隊伍，為政協履職提供更細緻
更專業更有力的服務保障。
同日，新疆自治區政協召開全區政協系統

電視電話會議，傳達學習貫徹中央政協工作
會議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0
周年大會精神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
話，部署貫徹落實工作。
會議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協工作

會議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0
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為新時代人民政協
事業發展進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學習好、領會好、貫徹好中央政協工作
會議精神，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全區各級
政協、政協各參加單位和各族各界委員、政

協機關全體幹部職工的重要政治任務。

在強化委員責任擔當上更進一步
會議強調，要完善協商議政格局，在發揮
政協專門協商機構作用上更進一步。要完善
雙向發力程序和機制，夯實團結奮鬥的共同
思想政治基礎，在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廣泛
凝聚共識上更進一步。要在健全和完善政協
工作制度上更進一步，推動人民政協制度更
加成熟更加定型。要在強化委員責任擔當上
更進一步，增強政治責任、提升履職能力。
在此之前，陝西省召開全陝西省政協系統

學習貫徹中央政協工作會議精神視頻會議。
陝西省政協主席韓勇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
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高度評價了人民政
協的歷史貢獻，科學總結了做好政協工作的
寶貴經驗，精闢分析了當前的形勢和任務，

深刻闡述了凝聚共識的重大意義，明確提
出了新時代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總
體要求，內涵豐富、博大精深。學習貫徹
中央政協工作會議精神，重中之重就是要
學習好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循序漸
進，不斷領會精神實質、把握核心要義，
在思想深處明確人民政協從哪裡來、現在
何處、到哪裡去。
韓勇強調，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抓好的三個

方面工作和汪洋主席提出的「五個下功
夫」，是全省各級政協組織今後工作的重
點，要全面對標對表，把旗幟鮮明堅持黨的
領導擺在首位、落到實處，把政協協商朝深
處推、提升實效，把加強思想政治引領作為
中心環節、做好做活，在政協制度建設上全
面加強、不斷創新，在強化委員責任擔當上
激發內力、增強動力。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全國政協副
主席盧展工近日率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
調研組赴海南省，就「推進健康中國戰略」
開展專題調研。
調研組先後前往三亞、瓊海、海口等地，

深入考察學校、醫院、鄉村、群眾健身場所
及健康產業項目，並召開座談會，聽取海南
省相關情況介紹。

把健康放在優先發展戰略位置
委員們表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是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和發展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重要戰略安排，對
增進人民福祉、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具
有重要意義。海南省委省政府認真學習貫徹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健康中國戰略的重要論
述，積極落實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精神和
《「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以強基層
為重點着力提高基本醫療衛生服務能力，堅

持預防為主，推動健康環境建設，大力發展
健康產業，取得了豐碩成果。
委員們認為，推進健康中國戰略，要全面

準確把握其核心要義和基本思路，從「以治
病為中心」轉向「以健康為中心」；要堅持
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
發展的戰略位置；要從實際出發，從基層做
起，從打基礎做起，以小切口推動大戰略；
要推動形成政府積極主導、社會廣泛動員、
人人盡責盡力的良好局面，把實施健康中國
戰略各項重點任務落到實處。
調研期間，調研組還赴中共瓊崖第一次代

表大會舊址開展「我和我們的政協」主題參
觀考察活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王曉雪北京報道）《民革
與新中國的建立》《民革前輩與
新中國》出版座談會日前在北京
民革中央機關舉行。作為民革全
黨向新中國70華誕的獻禮圖書，
和講好民革故事及多黨合作故事
的生動實踐，《民革與新中國的
建立》《民革前輩與新中國》兩
本圖書，由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
和民革中央常務副主席鄭建邦親
自部署並擔任顧問，民革中央宣
傳部組織編輯，現已由團結出版
社有限公司正式出版發行。

講好多黨合作故事
兩書圖文並茂地呈現了民革和

民革前輩們在參與新中國建立和
建設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
的奮鬥和貢獻，生動全面地反映
了新中國成立前後民革組織和民
革前輩們堅定的政治選擇、進步
的政治追求、高尚的政治情操，
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
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發展歷程。
萬鄂湘在為兩本圖書所作的序

言中指出，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70周年，也是人民政協成
立70周年。在創建新中國、人民
政協偉大事業的進程中，民革作
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
多黨合作中的一員，作為致力於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
黨，始終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
舟、榮辱與共，既是歷史的見證
者，也是歷史的參與者。在重要

歷史節點，回顧民革和民革前輩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參與新中國
建立和建設的歷史，具有深遠的
歷史意義和極強的現實意義。
萬鄂湘強調，民革全黨要在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指引下，大力弘揚民革優良傳
統，以豐富鮮活的歷史，擺事
實、講道理，深入淺出，講好民
革故事，講好多黨合作故事，不
斷增進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的政治認同。
他指出，《民革與新中國的建

立》《民革前輩與新中國》這兩
本書的編輯出版，是民革中央貫
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
神、建設高水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參政黨的重要舉措。希
望包括民革廣大黨員幹部在內的
社會各界可以從中得到豐富的教
益和深刻的啟迪。
座談會上，民革中央副主席兼

秘書長李惠東在講話中指出，希
望民革廣大黨員幹部通過這兩本
書，重溫民革參與新中國建立的
歷史，充分汲取書中豐富的營
養，要學習前輩的堅定信念，始
終牢記合作初心，堅定不移地接
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走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道路；要學習前輩的高
尚情操，始終心繫國家前途、民
族命運，無私奉獻，赤誠報國；
要沿着前輩的足跡，緊密團結在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
周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貢獻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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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北京市政協
經濟委近日召開第三季度委員學習座談會，
傳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協工作會議

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0周年大
會上的講話精神，集中聽取「不忘合作初
心，凝聚時代共識」專題黨課報告，並分組
交流學習體會。會前，委員們還參觀了懋隆
文化創意產業園。
委員們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

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
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
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
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不忘合
作初心，凝聚時代共識」的主題符合中華民
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並蓄、求同存

異等優秀文化傳統，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
大貢獻。
委員們表示，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 70 周年，也是人民政協成立70周年，人
民政協與新中國一同誕生、一路同行、一道
成長，作為新時代政協委員，要提高履職政
治站位，以高度使命感和為國履職、為民盡
責的情懷，結合自己的專業領域，針對國家
發展中急需解決和人民群眾迫切關注的問題
深入開展調查研究，積極建言獻策，提出真
知灼見，真正做到為國分憂、為民解難，以
實際行動踐行初心和使命。

堅持法治先行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民革與新中國的建立民革與新中國的建立》《》《民革前輩與新中國民革前輩與新中國》》出版座談會日前在北京出版座談會日前在北京
民革中央機關舉行民革中央機關舉行。。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