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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声当选
全国政协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在11

日下午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
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当选全国政协
主席。会议同时选出23位全国政协副主
席。

选举结果宣读前，十一届全国政协
主席贾庆林来到大会会场，对新一届政
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即将产生
表示祝贺。当会议主持人宣布俞正声当
选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后，贾
庆林与俞正声热烈握手，全场响起长时
间的掌声。

会议于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共2237人，昨
天实到委员2194人，符合选举的法定人
数。

选举开始前，会议主持人首先请工
作人员宣读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总
监票人、监票人随即就位，监票人检查
了全场23个票箱情况。两名总监票人环
视监票人检查票箱后向会议报告了检
查结果。

随后，工作人员开始分发选票。选
票分为两张，金红色的是选举主席、副
主席、秘书长的选票，粉红色的是选举
常务委员的选票。

根据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选
举办法，大会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
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采
用等额选举的办法产生。候选人得到的
赞成票超过全体委员的半数为当选。工
作人员宣读填写选票的要求后，委员们
开始写票。15时40分，投票开始，总监票
人、监票人就位并先投票，委员们按座
区分别到指定票箱投票。整个投票过程
持续了约26分钟。

当工作人员计算完回收选票后，总
监票人向会议主持人递交投票结果报
告单。会议主持人宣布：选举有效。

计票完毕，工作人员宣读选举计票
结果。选举结果表明，主席、副主席、秘
书长和常务委员共323名候选人得票均
超过全体委员总数的半数，全部当选。

主席
俞正声

副主席
杜青林 令计划 韩启德
帕巴拉·格列朗杰（ 藏族）
董建华 万 钢（ 致公党界）
林文漪（ 女） 罗富和 何厚铧
张庆黎 李海峰（ 女） 苏 荣
陈 元 卢展工 周小川 王家瑞
王正伟（ 回族） 马 飚（ 壮族）
齐续春（ 满族） 陈晓光（ 民盟界）
马培华 刘晓峰 王钦敏

秘书长
张庆黎（ 兼）

全国政协十二届
一次会议今日闭幕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将于12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全国政协主
席俞正声将发表讲话。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现场直播闭幕会
实况，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将对闭幕会进
行实时报道。 均据新华社电

1963—1968年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弹道式导弹自动控制专业学习
1968—1971年 河北省张家口市无线电六厂技术员
1971—1975年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无线电厂技术员、负责人
1975—1981年 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技术推广应用研究所技术员、工程师
1981—1982年 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技术推广应用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1982—1984年 电子工业部电子技术推广应用研究所副所长、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系统二处处长、副总工

程师兼微型机管理部主任、电子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
1984—1985年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负责人、副理事长、党组成员（ 其间：1984.12明确正司局级，1985.01—

1985.03康华实业公司代总经理）
1985—1987年 山东省烟台市委副书记
1987—1989年 山东省烟台市委副书记、市长
1989—1992年 山东省青岛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
1992—1994年 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市长
1994—1997年 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
1997—1998年 建设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1998—2001年 建设部部长、党组书记
2001—2002年 湖北省委书记
2002—2003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3—2007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
2007—2008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2008—2011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组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执行委员会主任
2011—2012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2012—2013年 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海市委书记（ 至2012年11月）
2013— 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二届全国政协主席
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八届中央

政治局委员、常委。第十二届全国政协主席。

俞正声，男，汉族，1945年4月生，
浙 江 绍 兴 人 ，1963 年 8 月 参 加 工 作 ，
196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哈尔滨
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弹道式导弹
自动控制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二届
全国政协主席。

真诚相待纳良策
“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
派合作的基本方针。自2012年11月15日
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俞正
声明显加大了与各民主党派的互动。

去年12月下旬，北京的气温达到了
零下10多摄氏度。在一天半时间里，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俞正声一起，一一登门走访中
国的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

回顾俞正声的从政经历，他在过
往岗位上与人民政协有着密切的“ 交
集”。主政上海时，俞正声与市政协的
互动留下不少佳话。

2009年，上海市政协十一届二次会
议的一场专题会议上，委员们发言后本
该俞正声讲话，出人意料的是，他竟请大
家“ 出题”。当天，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到交通、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俞正声
有问必答，与委员们交流得格外热烈。

去年上海市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
期间，他在听取委员发言后说：“ 我也
来与大家交交心，讲讲对上海的感
受。”从委员自排的相声讲起，俞正声
畅谈对上海文化的理解以及上海如何
发扬长处、挖掘潜力、寻求突破。

“ 这次我把我的‘ 肝’和‘ 胆’都
亮出来，希望大家多想办法！”当天，俞
正声这样为自己的讲话收尾。

本着这种坦诚与信赖，俞正声与
政协委员们做到了肝胆相照。

“ 要充分发挥党外人士的监督作
用，真心诚意地欢迎党外人士帮助我们
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是他到
中央工作后在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讲
过的一句话。言辞之下充满真诚，希望
为中国共产党交到更多的挚友、诤友。

真挚关怀促团结
今年元旦刚过没几天，地处青藏

高原东端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还

笼罩在严寒之中。康定县塔公乡江巴村
的扎西卓玛老人家里走进了一位远来
的客人，他就是50多天前刚刚当选为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俞正声。

1月6日，俞正声飞抵海拔4200多米
的甘孜州康定贡嘎机场，随即开始在这
个新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调
研工作。

坐在扎西卓玛身边，抱着可爱的孩
子，俞正声和老人话起家常。次日，他又
冒雪来到炉城镇老榆林村，看望因丈夫
患尿毒症而致贫的村民曲初。

在甘孜州这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
俞正声不顾舟车劳顿，一路访民生、问
民情，更在一路思索。

中共十八大后，俞正声承担起新的
责任。

今年1月下旬，俞正声走访了在京
的全国性宗教团体。春节前几天，他又
邀请宗教团体负责人到中南海座谈，代
表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宗
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表示新春祝
福。俞正声还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注意
关心宗教团体的困难和信教群众的生
活，确保广大信教群众过上欢乐、祥和
的节日。

团结和民主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的两大主题。对此，俞正声有着深
切的体认。去年底的全国统战部长会议
上，他的一段论述令人印象深刻：“ 要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始终
坚持并不断增进共识，以博大的胸怀对
待不同党派、民族、阶层、宗教信仰者以
及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广大成员，实现和
而不同基础上的团结。”

心系台胞办好事
今年2月，俞正声出席2013年对台

工作会议，在谈到“ 为台湾同胞多做实
事、多办好事”时，他提及一件关于大
闸蟹的“ 大事”———上海连续第二年向
台湾苗栗县输出大闸蟹苗和专利养殖
技术，以帮助当地发展观光农业，满足
台湾饕客的味蕾。

100万只蟹苗虽小，但俞正声认为
这是“ 两岸友好合作的大事”。

在地方担任“ 一把手”时，俞正声
一直非常重视台商权益保护的问题，
把台胞关切始终挂在心上。

他主政上海期间，适逢国际金融
危机蔓延，台资企业和其他各类企业
一样遭受了很大冲击，大陆出口企业
的“ 领头羊”之一台资广达电脑也未能
幸免。令广达董事长黄健堂惊讶的是，
在企业出口“ 最危难”的时刻，俞正声
一对一地约见了他。

去年3月的一天，俞正声悄悄来到
台资企业吉富新能源位于市郊的工
厂，在生产线上与工人们交流了近一
小时。这样的微服私访对他而言已不
是第一次了。

在地方工作期间，俞正声还曾多次
会见来访的台湾各界人士。上海世博会
期间，他还亲自关心台湾馆、台北案例
馆的建设进度，为两岸文化交流牵线。

3月7日，俞正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台湾代表团审议时说，
要继续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厚植共同
利益；扩大两岸人员往来，深化文化教
育等领域交流，着力提高交流的质量

和效益；坚持把团结广大台湾同胞作为
对台工作主线，努力为台湾同胞多做实
事、多办好事，不断汇聚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力量。

求真务实为群众
言谈举止中透着儒雅之风，俞正声

是一位学者型的领导。籍贯浙江绍兴的
他1945年出生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哈
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曾做过16年
的技术工作。

他先后担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负责人，烟台市长及青岛市长、市委
书记，建设部部长，湖北省委书记，上海
市委书记。自2002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
局任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 多做实事，多解决问题，不求波
澜壮阔，但求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
民”，是俞正声的从政信条。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是俞正声给人留下的最深刻
印象。

轻车简从的调研考察是俞正声的
一种工作方式。俞正声讲话往往不用稿
子，调研不喜欢听汇报，而是自己直接
提问。他要求信访部门和秘书，凡内容
扎实、尖锐反映问题的群众来信必须让
他过目。

在市民眼中，俞正声没有架子，座
车不设特殊号牌，外出时要求警车在后
尾随不扰民，走在路上和环卫工人、游
客随意攀谈，很多老百姓喜欢叫他“ 老
俞”⋯⋯而在一些干部眼中，俞正声很
严厉，遇事总要盘根问底。

俞正声是个书迷，逛书店、转书摊，
是他忙中偷闲的嗜好。已有多年网龄的
俞正声，每天都会上网看新闻。

俞正声的父母亲都曾担任新中国
省部级领导。其夫人张志凯现已退休，
他们育有一子。以前在工作之余，俞正
声有时也会上街买菜，有空时也会自己
下厨。尽管他已是一个比较地道的北方
人，但他依然钟情南方菜。

据新华社电

俞正声在过往岗位上与政协有密切“ 交集”
市民眼中没架子 干部眼中很严厉

“ 有问题，提出来，在哪里发生的什么事，有什么顾虑，告诉我们，坦诚相见
才能肝胆相照。”

2002年湖北省政协八届五次会议期间，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
在听取委员意见建议时说了这样一席话。

11年后的2013年3月11日，俞正声当选十二届全国政协主席，成为中国
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新领导人。俞正声也是继毛泽东、周恩来、邓小
平、邓颖超、李先念、李瑞环、贾庆林之后的第八位全国政协主席。

》名单

新一届政协领导：平均年龄63.7 岁 23位副主席有16张新面孔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今日上午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