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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聲就職倡講真話俞正聲就職倡講真話

12日，為期9天的
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
議圓滿閉幕。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十二屆全國政
協主席俞正聲在就職講話中
指出，大力發揚社會主義民
主，就是要鼓勵對黨和政府
工作的批評和建議，支持反
映人民群眾願望和訴求的呼

聲，鼓勵不同意見的交流和討
論，支持講真話、道實情。這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要求
，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實事求是
的思想路線在政協工作的體現。他
又強調要始終不渝地堅持中國共產
黨的領導，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
式。

【本報記者鄭曼玲北京十二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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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聲在講話中首先向賈慶林和十一屆全國政
協全體委員為人民政協事業作出的重要貢獻表示崇
高的敬意。他在談及未來工作時說，我們要將團結
和民主體現到人民政協工作的各方面，貫穿於人民
政協事業發展的全過程，努力把人民政協建設成為
團結之家、民主之家，永葆人民政協的蓬勃生機與
活力。要按照大團結、大聯合的要求，不斷鞏固和
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
量都團結起來，把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都調動
起來，廣泛凝聚起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共同致力於
實現 「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共同致力於實現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俞正聲指出，大力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就是要
鼓勵對黨和政府工作的批評和建議，支持反映人民
群眾願望和訴求的呼聲，鼓勵不同意見的交流和討
論，支持講真話、道實情。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政治制度的要求，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實事求是
的思想路線在政協工作的體現，是科學決策、改進
工作的有力支撐，從而使社會各界更好地為促進經
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為人民生活的全面提高貢
獻力量。

他提出要求說，要把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納入社
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總體布局中去謀劃、去推進
，堅持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實踐的寶貴經驗，加強對
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探索，加快協
商民主的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要切實增強協商實
效，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堅持協商於決策之
前和決策之中，進一步規範協商內容，增強協商主
體的代表性、包容性，提高協商能力，強化協商成
果的運用和反饋，更好地展現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
優勢和價值。要深入拓展協商民主的形式，完善專
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提案辦理協商，創
新政協經常性工作方式，拓寬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渠
道，努力構建多層次、全方位協商格局。

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俞正聲強調，深入學習貫徹中共十八大精神是

人民政協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首要政治任務，而
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堅定自信、增強自覺、實現自強。要始終不
渝地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
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更加堅定地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絕不照搬西方政
治制度模式，始終保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鞏固
人民政協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礎。要堅定不
移地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自覺將政協工作置
於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來謀劃和部署，圍繞事關全
局的重大問題開展調研視察和協商議政，以務實的
舉措和成果，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使各
項履職活動更加契合中心任務，更加符合決策需要
，更加體現人民心聲。

新當選的十二屆全國政協領導班子成員在主席
台前排就座。胡錦濤、習近平、吳邦國、溫家寶、
賈慶林、李克強、張德江、劉雲山、王岐山、張高
麗等也在主席台就座。閉幕會還通過了關於常委會
工作報告的決議和有關提案審查工作情況的報告。

拒絕浮躁和脫離國情的極端主張
上午9時：代表團全體
會議或代表小組會議
醞釀協商第十二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副委員長、秘書長
、委員的人選，中華
人民共和國主席、副
主席的人選，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人選；審議關於
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的決定草案
上午10時：民政部部長李立國，副部長姜力、竇
玉沛將就 「保障基本民生，發展社會服務」 答記
者問
下午3時：1、代表小組會議醞釀協商第十二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秘書長、委員
的人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的人選，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人選；審
議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的決定草
案。2、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中國人民銀行
副行長劉士余，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
管理局局長易綱，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將
就 「貨幣政策與金融改革」 答記者問

兩會
看點13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周琳北京十二
日電】截至3月7日下午2時，全國政協十二屆
一次會議共提交提案5641件。其中，通過委
員辦公平台提交提案2712件，紙質提案2929
件，提交提案的委員1966人。經審查，立案
5254件，作為委員來信轉送有關部門研究參
考70件，並案、撤案317件。立案的提案中，
委員提案4884件，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
聯提案352件，人民團體提案6件，界別、小
組等提案12件。

決議認為，本次會議提案涵蓋社會主義
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各個領
域，集中反映了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和長遠
性重大問題，以及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
問題，展現了新一屆政協委員旅行職責的責
任感和使命感，彰顯了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
主制度的優勢。

圍繞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等方面，共
提出提案2301件，佔所有提案的40%，比重最
大。內容涉及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 「三農
」、城鎮化、產業結構調整、科技創新、區
域協調發展、生態文明建設等熱點問題。

提案促港澳繁榮穩定
提案中針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提案共458件

。主要有：加強重金屬污染和大氣污染防治
，發展節能、資源循環利用和環保產業，健
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和補償制度等。

此外，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共提
出提案1760件。

提案中涉及人民政協工作、統一戰線、
民族宗教的提案185件。主要包括：深化內地
與港澳經貿關係，維護香港、澳門繁榮穩定
；深化兩岸民間交流與合作，推動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完善我國海外僑民保護機制；加
強少數民族幹部、科技人才培養，促進民族
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等。

發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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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十二日電】全國政
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今日在京閉幕，會議通過
了本次會議的政治決議。決議指出，「政協
要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和基本法，
進一步密切與港澳委員聯繫，充分發揮他們
在特別行政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
主、促進和諧和國家事務中的積極作用。」

關注民生話題
今次會議就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

問題和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進行了認
真協商討論。委員們強調，要堅持以經濟建
設為中心，堅持科學發展主題和加快轉變經
濟發展方式主線，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加
強環境保護和節能減排，深化對外開放，推
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要下更大氣力做好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項工作，力解決好教育
、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藥衛生、
食品安全、住房保障、環境保護等關係人民
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
系，落實好各項惠民政策。

政協政治決議
密切聯繫港澳委員

【本報記者鄭曼玲北京十二日電】全國政協主
席俞正聲對政協委員的今後工作提出要求，勉勵他
們用恪盡職守來詮釋責任，用奮發有為來回應期望
，希望他們勇於直言，實事求是，拒絕浮躁和脫離
國情的極端主張，同時用實際行動維護政協委員的
良好形象。

俞正聲表示，本次會議開得很成功，達到了預
期目的，全體政協委員表現出高度的政治意識、大
局意識和責任意識，積極議政建言，提出了許多真
知灼見，生動踐行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充分體現
了人民政協的獨特優勢和作用。

他在部署工作時指出，今年是全面深入貫徹落
實中共十八大精神的開局之年，也是十二屆全國政
協的開局之年。中共十八大為人民政協指明了努力

方向，人民群眾過上美好生活的願望給我們履職盡
責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們一定不辜負黨和人民的重
託，繼承發揚人民政協的優良傳統，用恪盡職守來
詮釋責任，用奮發有為來回應期望，不斷把人民政
協事業推向前進。

深入實際 實事求是
俞正聲說，我們共同親歷和見證了偉大祖國改

革開放30多年來的巨大變化和人民生活的顯著改善
，也熟知無數革命先輩為建立獨立、富強、民主新
中國所付出的巨大犧牲，以及為探索符合中國實際
發展道路所經歷的曲折歷程。我們格外珍惜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格外珍惜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機遇。

他進一步提出要求說，政協委員是政協工作的
主體，責任重，影響大，社會關注。要遵守章程、
認真履責，堅持真理、勇於直言，拒絕冷漠和懈怠
；要善於學習、勤於思考，深入實際、實事求是，
力求客觀公正，拒絕浮躁和脫離國情的極端主張；
要遵紀守法、克己奉公，厲行節約、勤儉辦事，拒
絕奢靡和一切利用權力或影響謀取私利的行為。

俞正聲又表示，人民群眾對我們的監督是政協
委員履職的必要約束，要歡迎監督，將其視為我們
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並用實際行動維護政協委
員的良好形象。政協委員中的共產黨員要切實增強
政治責任感，廣交朋友，率先垂範，努力成為合作
共事、發揚民主、求真務實、廉潔奉公和聯繫群眾
的模範。

◀全國政
協十二屆
一次會議
12日在北
京人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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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主席俞俞正聲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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