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A022015年3月4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鲍华麟 美术编辑 陆轶

协商议政共绘改革宏图，凝

心聚力同创复兴伟业。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3日下午在人民大

会堂开幕。今后1 0天里，21 00多

位政协委员将紧紧围绕协调推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积极建言献策，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力量。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内气

氛庄重热烈。象征全国各族人民

大团结的政协会徽悬挂在主席台

正中，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应

出席委员2227人，实到21 53人，符

合规定人数。下午3时，杜青林宣

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唱国歌。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二

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程。

俞正声代表政协第十二届全

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

告工作。

俞正声从8个方面总结了过去

一年人民政协的工作。他说，201 4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也是

人民政协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一

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

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政协全国委员

会及其常委会深入贯彻中共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战略部

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广泛团结参加人民政

协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高

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坚持

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聚焦改革发展履行职

能，推进政协协商民主发挥优势，

强化履职能力建设提高实效，各项

工作取得新进展，为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作出新贡献。

俞正声说，突出表现在四个

方面：一是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政

协工作,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中共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全局谋划和部署政协工作。二是

隆重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做好政协工

作的四条重要原则和五项基本要

求，并对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作了深刻阐述。三是围绕全面深

化改革广泛凝心聚力。通过组织

委员集体学习、视察调研、讨论交

流等途径，寻求最大公约数、汇聚

改革正能量。四是拓展人民政协

协商民主广度和深度。首次将党

风廉政建设列为专题议政性常委

会议议题，围绕安全生产法修订

开展协商讨论，围绕构建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筑工人工伤

维权等问题深入开展调研。

俞正声指出，201 5年是全面

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

面完成“ 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人民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紧紧围绕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履行职能，做到

协商民主有新加强，民主监督有新

举措，制度建设有新进展，增进团

结有新作为，履职能力有新提高，

进一步把人民政协事业推向前进。

俞正声说，要认真贯彻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重大战略部署，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协商

资政作用和民主监督作用。召开

“ 推进人民法院改革” 专题协商

会。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

订开展协商讨论，就健全依法维

权和化解纠纷机制、规范城管执

法行为、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

识等进行调查研究。

俞正声说，针对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情况、执法不公和执法不严

现象等开展民主监督，推动落实依

法治国重要举措。支持司法机关依

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加强法制宣

传教育，使广大委员更好地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自觉

在宪法法律和政协章程范围内履

行职责，争做社会主义法治模范践

行者。 综合新华社报道

十二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今日
举行预备会议

3月4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选举

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会议

议程草案。预备会议后，大会主席

团举行第一次会议。1 1 时，十二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新闻发

布会，由大会发言人就大会议程

和人大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

者提问。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全

天进行小组讨论，审议全国政协

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

报告。 据新华社电

他们，是著名学者；他们，是

行业翘楚。现在，他们最受人关注

的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

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

议开幕，记者采访了部分全国政

协委员，看看在他们眼中中国过

去一年最值得点赞的领域是什

么？

为经济发展“ 点赞”
我给中国股市表现点赞。去

年股市表现良好，出现了正向调

整，低迷了许久的市值，终于在去

年基本面向好。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为经济领域点赞。国家持续

开放，市场作用为先导推动经济

体制改革，松绑民营银行、推进资

产证券化等一系列政策，充分激

发了民营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作

用。

———苏宁云商董事长张近东
为沪港通点赞。沪港通促进

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和

健康发展，同时将在我国资本市

场与国际市场更深度的融合中，

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

平。

———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主
席李河君

为全面深化改革“ 点赞”
为简政放权点赞。简政放权

是释放市场潜力的关键之举，也

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李克强总

理强调，要以权力“ 瘦身”为廉政

“ 强身”。这也更将进一步给予正

当经营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

间。

———张近东
为国家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的

决心点赞。过去一年是我国新能

源政策密集出台的一年，将有力

推动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李河君
为出租车市场改革点赞。出

租车市场的利益一直阻隔着改革

推进，而去年互联网催生了快的

打车、滴滴打车、易到用车等新生

事物，让我们看到了改革推进的

希望。

———李稻葵

为全面依法治国“ 点赞”
从我的角度，点赞的一是反

腐，二是呼格案纠错，有力遏制了

司法权滥用，三是年底出台了律

师权利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

———国浩律师（ 成都）事务
所主任施杰

为法制建设点赞。国家提

出“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

治社会建设”，尤其是在零售领

域，规范化的市场环境是所有正

当经营者所企盼的。———张近东

为中国走出去“ 点赞”
我给中国的对外经济、外交

战略点赞。去年，从金砖国家峰

会，到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落实“ 一

带一路”等重大事项，再到中国

在APEC峰会上的表现和中美达

成气候减排协议，都显示出中国

对外开放的新姿态。

———李稻葵
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点

赞。过去一年是中国企业积极

“ 走出去”的一年，一个在国际上

通过投资配置资源的中国企业群

体已经形成；同时，国内民营企业

在“ 走出去”方面更加积极主动，

中国企业通过“ 走出去”，带来产

业升级的新机遇。 ———李河君
据新华社电

前来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三

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发现，和往

年相比，今年的驻地宾馆都多了

一样东西：会风会纪意见箱。

记者在铁道大厦委员驻地看

到，一层和二层各有一个红色的

会风会纪意见箱，摆放在显著位

置。据悉，与会人员可通过意见箱

反映相关意见和建议。

2月25日，政协第十二届全国

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主席会议通过

《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关于

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切实

改进会风的措施》。为进一步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这次

大会专门推出了有关切实改进会

风的1 7条措施。

这1 7条措施涉及认真履职

尽责、严肃会议纪律、改进会议文

风、简化会场安排、改进新闻报

道、用好信息系统、简化会务接

待、强化驻地服务、严选工作人

员、加强车辆管理、严格用餐标

准、严格经费支出、严控会外活

动、杜绝商业活动、严守控烟规

定、加强监督检查等方面，对切实

改进会风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值得一提的是，大会秘书处

强调要保证委员的出席率，制定

了“ 严格执行请假制度，对未履

行请假手续而不出席会议的，予

以通报”的新举措。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秘书处还成立了会风会纪督查

组，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改进

会风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实地

督查，对违规违纪行为进行批

评、纠正和处罚，确保会议风清

气正。

据新华社电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京开幕 俞正声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通过学习调研寻求最大公约数

首设会风会纪意见箱

政协委员：点赞中国2014 预告

上海代表昨日
举行组团会议
推举团长副团长

本报北京专电 特派记者刘
昕璐 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的上海市代表昨天下午举行

组团会议，推举殷一璀为上海市

代表团团长，王乃坤、应勇、徐麟

为上海市代表团副团长。

会议还产生了3个小组的召

集人，并酝酿了大会主席团和秘

书长名单（ 草案）以及大会议程

（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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