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华涌春潮，盛会聚伟

力。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

议于3月15日在北京闭幕。

新时代的坐标上，今年政

协大会万众瞩目——10多天

里，来自34个界别的2100多

名全国政协委员齐聚北京，议

政建言，共商国是。全国政协

领导人员实现新老交替，对政

协章程进行审议修改，人民政

协事业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

不忘初心见证历史辉煌，

携手前进共襄复兴伟业。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这一“伟大政治

创造”，正在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征程上迸发出更

加蓬勃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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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刘伟、杨卫、李新民、冯健身在“委员通

道”接受采访。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熊争艳 林

晖 史竞男

制度优势更加彰显：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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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
焕发出更大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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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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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阐述了“新型政党制度”这一伟大政

治创造的丰富内涵。

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的自信宣示——

放眼全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铭刻着鲜明的“中

国特色”“中国智慧”。

“总书记用三个‘新’充分阐述新型

政党制度优越性，深刻论述了新型政党

制度相对于旧式政党制度、西方政党制

度的新之所在、特点所在、优势所在。”湖

南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委员说，新型政党

制度在中国大地开枝散叶、蓬勃生长，呈

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走出了中国政治文

明独特的发展道路。

这是对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的殷切期盼——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要

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

主”；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

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增

强责任和担当，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

好”……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

瞩、内涵深刻，指明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的发展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加强对人民政协工作的

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

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

科学回答了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

历史，总是在辉映时代中开启新的

篇章。

6日，新一届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

商联领导人集体亮相，表达了民主党派

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

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坚定决心。

回望70年前，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

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

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正是

这些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共号召，由此

拉开了协商建国序幕。

人民政协自此作为各党派、各人民

团体、各界代表人物参政议政的重要场

所，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

和专门协商机构，在建设新中国、探索改

革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始终与

共和国共奋进。

适时修改政协章程，这是加强我国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件大事。

委员们表示，此次政协章程修改注

重同党章修改、宪法修改相衔接、统一，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丰富了新的时代内涵，必

将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活力。

民主舞台更加广阔：把握时代脉搏，
突出问题导向，政协委员聚焦中心任务，
将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3日 14时许，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

中国首位飞天航天员杨利伟委员，第一

个在“委员通道”面对中外记者。

首次开设的“委员通道”，是今年盛

会的又一次创新开放之举。已有23位委

员通过这一“窗口”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新期盼。匈牙利《世界中国》杂志记者

纳吉麟评价道，这如同一个窗口，展现了

中国民主政治前进的步伐。

聚光灯下，一次次热烈的掌声，标注

了“中国式民主”的高光时刻——

8日上午和10日下午，两场政协大会

发言，27位委员相继亮相，围绕经济政治

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出实招、献良策，

折射出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

翻开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录，2158
名委员汇聚了各族各界各党派各团体的

代表。其中，非中共委员 1299 名，占

60.2%；56个民族都有人选进入全国政协。

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报

告，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预算报告、

宪法修正案草案、政协章程修正案草案、

“两高”工作报告、监察法草案、国务院机

构改革方案……根据大会安排，委员们

围绕一系列报告、法案进行讨论或审议，

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贡献智慧和力

量。截至 14日晚，共举行全体会议 4次、

分组会议14次，列席全国人大全体会议2
次。

“千篇著述诚难得，一字知音不易

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用好政党

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有事多

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通过协

商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载入宪法，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意愿，有利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内蒙

古自治区副主席李秉荣委员说。

“制定监察法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反

腐败工作，推动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向纵

深发展。”德勤中国副首席执行官蒋颖委

员说。

“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是适应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切实之举，

优化了国务院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理

顺了职责关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

光医院主任医生蒋健委员说。

生态红线、学前教育、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产业扶贫……在 10日举行的政协

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黄润秋、刘利

民、刘玉村、许家印、刘强东就如何提高

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回答了记者提问，

现场气氛坦诚而热烈。

充分发挥两会汇民声、聚民意、集民

智的作用，让基层反映上来的问题能直

接送达国家各相关部门，并得以推动解

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

越性的生动体现——

12 日上午，工商联界别分组讨论会

现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磨长

英委员开门见山：“今天发改委、扶贫办

的同志都在这里，我就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提点意见。”

她的发言，引发共鸣——“贫困地区

的补贴一定要补在实处”；“脱贫不仅是

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来自国家

发改委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当场表示：“这

些建议很有针对性，我们一定认真研究，

尽快推进相关工作。”

会议期间，有关中央领导同志来到

现场听取大会发言，参加委员联组讨

论。有关方面人士列席旁听 3012人次，

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103个部门和单位

负责同志 427人次列席全体会议和参加

小组（联组）讨论。

“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

处，努力在会协商、善议政上取得实效。”

习近平总书记对协商民主提出的要求，

已化为政协大会现场的生动实践，显示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勃勃生机。

力量更加凝聚：奋进新时代，展现新
作为，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

14日 17时 15分，人民大会堂万人大

礼堂。

历史在此刻定格：庄严的政协会徽

前，十二届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与新当

选的十三届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双手紧

紧相握。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这是备受瞩目的节点——薪火相

传、永续发展的事业推进中，人民政协完

成新老交替；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发展

历程里，人民政协翻开崭新篇章。

这是继往开来的选择——全国政协

十三届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2100

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肩负重托，满怀信

任，选出新一届人民政协的领导人。

新时代的人民政协，从这里展现新

作为，开启新的奋斗历程。

新时代的奋斗，需要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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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新时代的政协委员，要全面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维护习近

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切实提升履职能

力。”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季加孚委员

说。

“中共中央出台的重大方针政策，都

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经过充分的政

治协商，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政协大会

开幕以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俞敏洪委员坚持写自己的“政协日记”，

他今年将继续在脱贫攻坚、农村教育方

面加强调研提出建议。

新时代的奋斗，需要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问题献计出

力——

这是一个特殊的安排——12 日下

午，政协大会专门安排半天时间，结合常

委会工作报告和全国政协2018年协商计

划讨论政协工作。许多委员兴奋之情溢

于言表，提出不少建议。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协商计划表——

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问题，污染防治

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培养造就一支懂

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等10个重点协商议题列在其中。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我们有信心

有决心围绕这个重大任务做好民主监

督。下一阶段，我们要准确理解中共中

央的部署，努力把问题发现得更准、意见

提出得更中肯、原因分析得更客观。”民

进中央主席蔡达峰说。

新时代的奋斗，需要广泛凝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能量——

“作为民主党派，特别是联系海外华

人华侨的党派，我们要继续推动国家‘一

带一路’建设等重大部署，把归侨侨眷、

海外侨胞、留学人员团结起来，凝聚他们

的爱国心、强国志、报国情。”致公党中央

主席万钢说。

“我们要把更多台胞呼声带到政协

平台上，为把政协打造成一个团结之家、

民主之家、和谐之家做贡献，推动国家对

台工作做细做实。”台盟中央常委刘朝霞

委员说。

伟大的团结凝聚伟大的力量，伟大

的力量成就伟大的事业。

从春天的盛会起航，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不忘初

心，团结奋斗，人民政协一定能汇聚起勠

力同心、共襄伟业的磅礴力量，创造多党

合作和人民政协事业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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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起同心筑梦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巡礼

■人民日报评论员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

权威也在于实施。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是对我国宪法的又一次重大完善。

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中的重大作用，需要学习宪法、

尊崇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

用宪法，在全社会弘扬宪法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宪法实

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修改宪法，正是为了更好实施宪法，更

好发挥宪法的国家根本法作用。此次

宪法修改，反映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实践，

对党和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

验进行了及时确认，集中体现了党和

人民意志。学习宪法、尊崇宪法，维护

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党和

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才能保证人民

根本利益的实现。我们要把实施宪法

摆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

置，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宪法实施和监

督工作，为保证宪法实施提供强有力

的政治和制度保障，以宪法修改为契

机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

水平。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

于法之必行。”学习宪法、尊崇宪法，

首先要抓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

键少数”。我们党首先要带好头，坚

持依宪执政。要把领导人民制定和

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

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真正做到

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

带头守法。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

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

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

究。要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习宪法

法律的制度，推动领导干部加强宪法

学习，增强宪法意识，带头遵守宪法、

维护宪法、运用宪法，做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的模范。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对宪法法律保持敬畏之心，带头维

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不断提高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

水平。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

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群众真诚

的信仰。宪法只有深入人心，宪法实

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

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宪法

学习宣传教育，弘扬宪法精神、普及宪

法知识，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营造

良好氛围。此次宪法修改，对于增强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在全党的核

心地位，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至关重要、影响深远。全社

会要广泛开展学习宪法、尊崇宪法的

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

强广大干部群众的宪法意识，使遵守

宪法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为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强大推动力。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回

顾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都离

不开宪法的全面有效实施，离不开

全社会对宪法精神的尊崇。学习宪

法、尊崇宪法，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才能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国家根本法作

用，让宪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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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宪法
尊崇宪法

——三论宪法修改的
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