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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人民政协60多年的辉煌历程和伟大实践充分表明，这一新型政党
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
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
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
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
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
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
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
撕裂的弊端。不忘多党合作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我们就一定能更好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党的十九大描绘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对人民政协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作
的总纲，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
把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献计出力
作为工作主线，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用恪尽职守诠释
担当、以奋发有为彰显价值，相信十三届全国政协定将不负重托，为新时代人民
政协事业续写新篇章。

使命越光荣，任务越艰巨，就越需要所有人拧成一股绳同心干。让我们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聚最广泛的共识、凝聚最
充分的智慧、凝聚最广大的力量，画好最大同心圆，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

（人民日报3月16日社论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画好同心圆 筑梦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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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3版）聚焦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瞄准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紧扣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协商集中议政，强
化监督助推落实。今年着重开好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污染防治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和防范金融风
险、发展实体经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专题协商会。
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围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
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
战略献计出力，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提高保障和改
善民生水平、建设美丽中国协商议政，为更好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贡献智慧和力量。
围绕新的“两步走”战略安排，选择综合性、战略性、
前瞻性议题资政建言。

（三）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
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健全政协协商民主
制度机制，制定实施年度协商计划，坚持协商议题和
协商形式相匹配、视察调研和协商议政相衔接，组织
广大委员持续深入协商议政，推动形成完整的制度程

序和参与实践。加强政协民主监督，坚持协商式监督
特色优势，把握好监督的方向和原则、节奏和力度，重
点围绕中共十九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开展监督工作，
增加监督性议题比重，融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
体，注重监督实效，更好发挥政协民主监督在党和国
家监督体系中的独特作用。完善协商成果采纳、落实
和反馈机制，加强跟踪督促，推动协商成果有效转化
为政策和具体工作举措。

（四）广泛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能
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
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进一步为民主党派和无
党派人士在政协履职创造条件。做好党外知识分
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推动构建亲清新型
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我国宗教的中
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加强同港澳台侨同胞团结联谊，动员中华儿女共担
民族大义、共圆中国梦。开展对外友好交往，促进

“一带一路”建设，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五）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强化委员意识，把责

任扛在肩上，把事业放在心上，全面增强履职本领，提
高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
共事能力，坚持不懈改进作风，有效履行委员职责。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优化队伍结构，改进组织方式，深
入基层、沉到一线，用事实和数据说话，把协商议政、
民主监督建立在扎实调研基础上。做好提案、视察、
大会发言、社情民意信息、文史资料、新闻宣传、人
民政协理论研究等工作，在提升质量上下功夫。创
新发挥界别作用方法途径。坚持政协党的领导体
制，加强和改进专门委员会建设，强化机关服务保
障能力。专题调研县级政协工作，加强对地方政协
工作指导。以修改章程为契机，加强宣传贯彻，进一
步提高履行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各位委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我们为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而无比振奋，我们为伟大祖国向着“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进而无比自豪。人民政协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守定力，万众一心，埋头苦干，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本报讯 （记者 戴娟 李幸）3
月 15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
议闭幕。当天下午，圆满完成会议各
项议程的住渝全国政协委员离京返
渝。据了解，此次会议，住渝全国政协
委员围绕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紧密
结合各自工作领域，共向大会提交了
148件提案。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是中共十
九大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政协全体会
议，是全国政协的换届大会，对于开创政
协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会议
期间，住渝全国政协委员举行全体会议，
及时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
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委员们围

绕改革开放、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
济发展、加强文化建设、切实保障民生等
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

会议期间，住渝全国政协委员共提
交提案148件，其中两件联名提案，吁
请国家相关部门支持重庆加快建设长
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支持重庆加快建
设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同
时，委员们还撰写社情民意9篇，提交大
会发言材料12份，其中10份作为大会
书面发言材料付印，接受中外媒体采访
460余次。委员们发出好声音，传递正
能量，充分展现了住渝全国政协委员的
履职风采。

住渝全国政协委员们表示，回到重
庆后，将传达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
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全国政协会议精神，为重庆加快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确保
重庆各项事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
力前行作出新的贡献。

住渝全国政协委员离京返渝
共向大会提交148件提案

晨风清爽，朝阳灿烂。
15日一早，2000多位全国政协委

员从各个驻地会聚北京人民大会堂，出
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闭幕会。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把学习
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不断增进政治
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委员们
一边交流，一边拾级而上，意气风发走
入人民大会堂。

李彦宏、邓中翰、苏权科……8时35
分，参加第三场“委员通道”的委员们走
到中央大厅集中采访区，介绍中国创新
发展的最新成果。两周来，30多位委员
亮相今年首次设立的“委员通道”，展示
自信开放的中国形象。

一次次审议、一件件提案、一场场
大会发言……十多天来，委员们在认真
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工
作情况报告、政协章程修正案草案，讨
论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和预算报
告、宪法修正案草案等议程中统一思
想、凝聚共识。

——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优势特点和生机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
十三届一次会议民盟、致公党、无党派
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发表重要讲话：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
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
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
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报春图》前，来
自侨联界别的严彬委员兴奋地说，“我
当时就在现场，听到习近平总书记用三
个‘新’深刻阐述新型政党制度优越性，
深受鼓舞。新时代多党合作和人民政
协事业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同时体现广泛的代表性、巨大的包
容性和充分的民主性。”

——修改章程适应新形势、吸纳新
经验、体现新成果、作出新规范。

政协章程的修改，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
分体现中共十九大提出的新的重要思
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进
一步明确了人民政协性质定位。

汇集民智、凝聚共识，寻找最大公
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没有规矩不成

方圆。政协章程就是画好最大同心圆
的‘圆规’，我们要学思践悟、知行合
一。”姚增科委员说。

9时30分，闭幕会开始。习近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万人大礼堂内穹顶璀璨，气氛庄重
热烈。按照大会四项议程，委员们郑重
按下表决器——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
案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十
三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政
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
治决议，在掌声中一一通过。

新任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发表讲话：
“人民政协是政治组织，必须旗帜

鲜明讲政治。”
“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制

度，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履职尽责。”
“要创造协商民主的环境，让求真

务实的行为受到褒扬，求真务实的意见
得到重视，使求真务实在人民政协蔚然
成风。”

……
10时30分许，雄壮的国歌响起，全

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落下帷幕。
走出会场，委员们的豪迈之情溢于

言表。
东大厅三角钢琴前，北京电影学院

党委书记侯光明委员和几位文艺界委
员纷纷表示，奋进新时代撸起袖子加油
干。“我们要真正沉下心来练功磨剑，用
影视作品记录伟大时代，在实践沃土上
锻造高峰之作。”

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到点子

上，监督监在关键处。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如何

挖掉‘穷根’，激发脱贫内生动力？扶贫
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我们要继续深入
调研，以精准助学扶贫为突破口，推动
志智兼扶，为构建防止返贫的长效机
制，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来自九
三学社的庞达委员说。

这是砥砺奋进的足音，这是共襄伟
业的力量。

在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十三届全国政协履职的起步之
年，委员们纷纷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周围，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履职尽
责建言出力。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聚力新时代 共谱新篇章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闭幕侧记

新华社记者 余晓洁 荣启涵 熊争艳

“把反腐败资源集中起来，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
攥指成拳，形成合力。”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高新才
“没有艰苦奋斗，哪有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株洲市市长阳卫国
“惟有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将改革进行到底，才能攻克

新征程上的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
——全国人大代表郭乃硕

“国家规定脱贫不脱政策，但我们不能只靠政策兜
底。”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五星
村村委会主任余绍容

“希望更多文艺工作者回到小镇上、村庄里，那里有
一片沃土，正期待百花盛放。”

——全国人大代表、导演贾樟柯
“在脱贫攻坚的路上，如今有这么多好政策，总有一

款适合你。”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赤峰市大庙镇小庙子村党支

部书记赵会杰
“对维护公序良俗、崇尚义德勤俭的要支持鼓励，对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的陋习要抵制。”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沂南县铜井镇两泉坡社区党

总支书记李树睦
“为发展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需要坚持‘一张蓝图

绘到底’，绝不能‘新官不理旧账’。”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咸宁市市长王远鹤

“审计监督并不是为了揭短，更重要的是分析问题产
生的根源、提出建设性意见并跟踪整改。”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审计厅厅长汪中山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
人格。”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
领导干部要多积尺寸之功，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严以修
身，正心明道，防微杜渐，时刻保持人民公仆本色。多积尺寸
之功是立政德的标尺和镜鉴，广大党员干部应牢记总书记的
谆谆教导，入脑入心、坚决贯彻。

“尺寸之功”是艰苦奋斗精神的体现，也是持之以恒的担
当，更是人民公仆的本色。党员干部必须公权为民，一丝一
毫都不能私用；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一点一滴、
日积月累地行出来，就能成为坚实的行政道德自觉，内化为
牢不可破的操行底线。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心中要
有敬畏，知道什么是高压线、什么是红线、什么是底线，多积
尺寸之功，经常防微杜渐，就能做到立根固本，增强防腐拒变
的免疫力。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党员干部的蜕化变质往往就是从
生活作风不检点、生活情趣不健康开始的，往往都是从吃喝
玩乐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起步的。吃几顿饭、收几张购物
卡、贪几次“小便宜”……看似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
但实际上，都是让千里之堤溃败的“蚁穴”。“巴豆虽小坏肠
胃，酒杯不深淹死人。”贪欲之门一旦被打开，贪心便如洪水
猛兽般滋长，最终一步步滑入犯罪的深渊，不仅断送了自己
的前途，给自己的家庭带来无尽的伤痛，也败坏了党和政府
的形象。

厚立从政之德，要多积尺寸之功。“尽小者大，慎微者
著。”党员干部要牢记“堤溃蚁孔，气泄针芒”的古训，常怀敬
畏之心，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自觉防微杜渐。要把家风建
设摆在重要位置，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做人
堂堂正正、干事干干净净，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正
如有代表所说：“要洁身自好，尤其是私下底、无人时、细微处
时时处处如履薄冰，严格要求，不该做的不做，不该说的不
说，不该吃的不吃，不该交的不交，不该去的不去。”慎独慎初
慎微慎欲，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
不眩于五色之惑”，不断提升思想境界、涵养浩然正气、塑造
高尚品格，党员干部就能立得直、走得正、行得远。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背负着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肩
负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员干部只有树立正确政
绩观，重视并积累尺寸之功，自觉地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
夫，真正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才能收到积土成山、积水
成渊的效果，才能成为人民群众的好公仆。

要多积尺寸之功
本报评论员

两会好声音

3月15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图为身着民族服装的全国政协委员在人民大会堂
前合影留念。 记者 熊 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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