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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同黨外人士共迎新春
2020年1月15日（星期三）

寄語民主黨派做中共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中華民族傳統節日庚子鼠年春節即將
到來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14 日下午
在人民大會堂同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歡
聚一堂，共迎佳節。習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
派人士，向統一戰線廣大成員，致以誠摯的問候和新春的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
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

總理韓正出席。
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民盟中央常務副主
席陳曉光、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進中央
常務副主席劉新成、農工黨中央主席陳竺、
致公黨中央主席萬鋼、九三學社中央主席武
維華、台盟中央主席蘇輝、全國工商聯主席
高雲龍和無黨派人士代表呂建、劉恒等應邀
出席。應邀出席的還有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
華、何厚鏵、梁振英，已退出領導崗位的各
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原主席、第一副
主席和常務副主席。
呂建代表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和
無黨派人士致辭。他表示，2019 年，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以不畏浮雲遮望
眼的胸懷掌舵領航，以咬定青山不放鬆的定
力穩健前行，帶領國家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偉
大成就。2020 年，統一戰線廣大成員將更
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
中央周圍，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全面貫徹落實中共十九
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增
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
「兩個維護」，為中國復興號巨輪揚帆遠航
加油助力。

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
在聽取呂建致辭後，習近平發表了重要講
話。他強調，2019 年是黨和國家發展進程
中極不平凡的一年。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
勢，面對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

務，我們大家一起團結奮鬥、一起攻堅克
難，有付出也有收穫，有艱辛也有快樂。一
年來，中共中央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沉
着應對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增多的複雜局
面，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着力打好三
大攻堅戰，推動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
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取得新的重
大進展，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了更為堅
實的基礎。
習近平指出，2019 年也是中國共產黨領
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確立 70 周
年。一年來，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
和無黨派人士自覺維護中共中央權威和集中
統一領導，團結一心、銳意進取，在凝心聚
力、服務大局上展現了新的作為。各民主黨
派和無黨派人士扎實開展「不忘合作初心，
繼續攜手前進」主題教育，回顧多黨合作初
心，弘揚優良傳統；圍繞貫徹新發展理念、
推動高質量發展等重大問題深入考察調研，
提出意見和建議，為中共中央科學決策和有
效施策提供了重要參考。各民主黨派中央深
入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加大定點監測、
駐村調研力度，為打贏脫貧攻堅戰發揮了重
要作用。各級工商聯持續開展「光彩行」活
動，踴躍投身「萬企幫萬村」精準扶貧行
動。無黨派人士積極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建
言獻策。習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對大家的辛
勤工作表示誠摯的感謝。
習近平強調，2020 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之年，也是「十三
五」規劃收官之年。希望大家全面貫徹中共
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

■1月14日，習近平、汪洋、韓正等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黨外人士歡聚一堂，共迎佳節。
神，緊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堅持
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全面貫徹新發展理
念，全面做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
民生、防風險、保穩定工作，為決勝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作出新的貢獻。

希望能察實情建諍言
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
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
新型政黨制度，在凝聚共識、優化決策、協
調關係、維護穩定等方面發揮了獨特作用。
希望大家認真學習貫徹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
精神，堅定信心和決心，引導廣大成員和各

自所聯繫群眾，增強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想自覺、政
治自覺、行動自覺。
習近平指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
戰脫貧攻堅，需要凝聚起包括各民主黨派、
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
智慧和力量。希望大家圍繞中共中央決策部
署，立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緊扣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調查研究察實
情，實事求是建諍言，做中國共產黨的好參
謀、好幫手、好同事。
習近平強調，中國共產黨要持之以恒加強
自身建設，民主黨派也要持續加強自身建

李克強說，國務院向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報告工作、接受人民監督，是憲法規
定的重要職責。起草好政府工作報告，
要廣泛聽取各界意見，科學研判國內外
形勢，準確把握社會和市場脈搏，有針
對性回應群眾和企業關切，提出解決問
題的辦法，凝聚共識和力量，進一步推
動做好今年政府各項工作。

李克強指出，過去一年，國內外風
險挑戰明顯上升，經濟下行壓力持續
加大，全國上下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齊心協力，
攻堅克難，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
要目標任務。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
間，發展質量穩步提升，城鎮新增就
業連續第 7 年超過 1,300 萬人，民生進
一步改善，成績得來十分不易。同
時，要清醒認識存在的問題、不足和
面臨的困難挑戰。

力爭一季度經濟發展開好局

■ 1月13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主持召開國務院第四次全體會議。
新華社

李克強說，今年我們要實現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政府工作任務繁重、意義重
大。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精神，堅持穩中求進，貫徹新
發展理念，全面做好「六穩」工作，統
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
生、防風險、保穩定。更加注重研究新
情況新問題，着力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
性、針對性、有效性，用好逆周期調節
工具，更大力度推動改革開放創新，持
續優化營商環境，引導社會預期，激發
市場主體活力，加快傳統產業改造提升
和新動能成長壯大，堅決打好三大攻堅
戰，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推動高

質量發展。
李克強強調，一季度經濟表現對全年
走勢、市場預期具有「風向標」作用。
各地區各部門要進一步增強責任感、緊
迫感，繼續做好打硬仗的充分準備，積
極主動務實作為，已明確的工作要早啟
動、抓緊做，力爭一季度經濟社會發展
開好局。加快發行和用好地方政府專項
債券，推動在建工程建設和具備條件項
目及早開工，帶動擴大有效投資。要疏
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發揮好年初降
準、合理增加流動性的政策效應，引導
金融機構加大對製造業、民營企業、中
小微企業信貸支持，進一步降低企業綜
合融資成本。扎實做好促就業工作，抓
好農民工工資清欠和春節後返城就業服
務。加強經濟運行調節，保障居民生活
用煤用氣用電特別是北方地區冬季取
暖，做好節日市場豬肉等重點農產品保
供穩價和春運工作。保障好困難群眾基
本生活，各地要把與物價上漲掛的臨
時補貼、受災補助、扶危濟困款物等在
春節前發到困難群眾手中。做好公共安
全、公共衛生和安全生產工作，保持社
會和諧安寧。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孫春蘭、胡春華
和國務委員王勇、肖捷、趙克志等出席
會議。

設。希望各民主黨派努力成為政治堅定、組
織堅實、履職有力、作風優良、制度健全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為推進國家治理
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新的貢獻。
習近平指出，全國工商聯要加快推進工商
聯各項改革，更好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
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要加強無
黨派代表人士隊伍建設，做好思想引導和政
治引領工作，為他們發揮作用搭建舞台、提
供條件。
丁薛祥、尤權，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
商聯有關負責人，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參
加活動。

北京增三萬幼兒學位 建 高精尖學科

國務院討論擬提請人大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13日主持召開國務院第四次
全體會議，討論擬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
三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決定將
《政府工作報告（徵求意見稿）》發往
各省（區、市）和中央國家機關有關部
門、單位徵求意見，並研究部署一季度
工作。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書記，市教委副主
任、新聞發言人李弈在北京市十五屆人大
三次會議第二次新聞發佈會上表示，2019
年，北京落實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
新增幼兒學位 3 萬個。此外，北京推進市
屬高校分類發展，立項建設高精尖學科
99 個 ， 遴 選 100 個 「 重 點 建 設 一 流 專
業」。
李弈表示，2020 年北京將持續推進基
礎教育集團化辦學、學區制改革和九年一
貫制辦學，推進普通高中多樣化發展，全
面支持高等教育「雙一流」建設，落實
「職業教育改革京十條」若干意見。同
時，提高「接訴即辦」的響應率、解決率
和滿意率，深入推進依法治教，深化教育
督導制度建設，繼續抓好無證園治理、校
外培訓機構治理等教育頑疾。

99

小初就近入學達 99%以上

李弈續指，2019 年，北京新增教育集
團 覆 蓋 學 校 100 所 ， 完 成 39 個 資 源 中
心、19 個資源教室的新建，為全市 1,000
名各學段殘疾學生提供助學服務。在招
生入學政策上，小學、初中就近入學比
例均達到 99%以上。此外，李弈表示，
為加大人工智能、機器人、5G 通訊、知
識產權等專業方向學生培養的力度，新
建 3 所「北京學院」，完成首批 39 個卓
越青年科學家項目立項。北京 7 所高職
院校入選「中國特色高水平職業學校和
專業建設計劃」，參與「1+X 證書」試
點學生 3,000 餘人。

20 部門發文加強優待軍人軍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20部門近日聯合印發《關於加強軍人軍
屬、退役軍人和其他優撫對象優待工作
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在14
日舉行的新聞吹風會上，中國退役軍人
事務部擁軍優撫司司長曹俊介紹說，這
是退役軍人事務部 2020 年的 1 號文件，
存在5個「首次」。
曹俊說，《意見》的出台能更好落
實中央的決策部署，體現黨和政府對軍
人軍屬、退役軍人和其他優撫對象的關

心關愛，對於維護軍人軍屬合法權益、
形成擁軍優屬的價值導向和濃厚社會氛
圍具有正向作用，對下一步的優待工作
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曹俊表示，該文件是 2020 年退役軍
人事務部的 1 號文件，他並進一步介紹
了《意見》的5個「首次」。
一是第一次搭建優待工作的整體框
架，把以前較為零散的優待政策組合成
8 個方面，形成針對全體優撫對象的社
會優待政策體系。

二是第一次明確優待工作的指導方
針。要適應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國防和
軍隊建設的新形勢，順應廣大優撫對象
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同時也堅持盡力
而為、量力而行。
三是第一次確立優待工作的基本原
則，即現役與退役銜接、優待與貢獻匹
配、關愛與管理結合、當前與長遠統
籌。「明確提出優待要與貢獻匹配，要
與表現掛。」曹俊說。
四是第一次制定優待工作的目錄清

單。根據退役軍人事務部官方政策解
讀，基本優待目錄清單分為現役軍人、
現役軍人家屬、殘疾軍人、退役軍人、
「三屬」5類，共計116條。圍繞8個方
面優待內容，進一步細化明確，便於各
地執行操作。
五是第一次明確優待工作的管理機
制，即優待證是抓手、目錄是依據、獎
懲是措施。「相信《意見》的出台將對
進一步規範、指導新時代的優待工作起
到積極的正向的作用。」曹俊說。

■ 2019 年，北京落實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
新增幼兒學位 3 萬個。圖為北京一幼兒園的小朋友
們參加小推車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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