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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后，1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
议号召，人民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
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
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同心同德、扎实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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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努力奋斗。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全国政协副主
席张庆黎、 刘奇葆、 帕巴拉·格列朗
杰、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工、王
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
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
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
维、邵鸿、高云龙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
声、张高丽、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等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9时30分，闭幕会开始。汪洋
宣布，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应出席委员2158人，实到2142
人，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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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洋在讲话中说，政协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在全国各
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

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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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程的重要时刻召开的。在中共中央
高度重视下，在各有关方面大力支持
下，经过全体委员共同努力，圆满完
成各项议程。

汪洋指出，会议期间，中共中央
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大
会开幕会和闭幕会，深入到界别小组
同委员共商国是。广大委员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深入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和其他报告，讨论宪法修正案草案和
监察法草案，以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案，认真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
告、 政协章程修正案草案等文件，履
职建言成果丰硕。 这是一次民主、团
结、求实、奋进的大会，充分彰显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机活
力。

汪洋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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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这个庄严的名称，清楚地界定
了它的性质和作用，必须准确地把握

这个名称、 这项制度赋予我们的使
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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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是专门协商机构，必须
求真务实提高协商能力水平。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
经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
正案。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
安邦的总章程，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
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人民政协要坚
持一切活动以宪法为根本准则，在宪
法和法律范围内履行职责、 开展工
作，切实增强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
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

汪洋说，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人
民政协要以共同目标寻求最大公约
数， 以大团结大联合画出最大同心
圆， 以协商民主凝聚强大正能量，以
改革创新激发工作新活力，努力把不
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信
仰的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起来，形成
致力于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
战线。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有：丁
薛祥、马凯、王晨、刘鹤、刘延东、许其
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建国、李鸿
忠、李源潮、杨洁篪、杨晓渡、张又侠、
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范长龙、胡春
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权、王胜
俊、陈昌智、严隽琪、沈跃跃、吉炳轩、
张平、向巴平措、艾力更·依明巴海、
万鄂湘、张宝文、陈竺、常万全、王勇、
周强、曹建明、张春贤、杜青林、韩启
德、林文漪、罗富和、李海峰、陈元、周
小川、王家瑞、齐续春、马培华、刘晓
峰、王钦敏等。

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
人列席闭幕会。各国驻华使节应邀旁
听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闭幕会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与出席会议的全体政协委员合
影留念。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发表讲话

以民主激荡智慧， 以团结凝聚
力量，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圆
满完成各项议程，3月15日在北京胜
利闭幕。 我们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
示热烈祝贺！

这是一次民主团结、 求实奋进
的大会。会议期间，习近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同志看望了参加会议的各界
别委员，并深入界别联组会议，认真
听取委员意见和建议。 各位委员建
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展现了人民
政协这一人民民主重要实现形式的

生机与活力。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
届全国政协领导成员， 顺利实现新
老交替。 十二届全国政协领导机构
的一些老同志退了下来， 他们为发
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推动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
了重要贡献， 我们向他们致以崇高
的敬意！

政协章程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
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共同的行
为准则。 这次会议对政协章程部分
内容进行了修改， 纳入了党的十九
大提出的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
重大判断、重大举措，纳入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决策
部署及人民政协理论创新、 实践创
新、制度创新的成果。政协章程的修
改， 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要求， 符合人民政协事业发展
要求， 有利于人民政协更好履行职
能、更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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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
的新型政党制度。 作为国家治理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具有中国
特色的制度安排， 人民政协是实行
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
和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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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荩荩（下转4版）

画好同心圆 筑梦新时代
———热烈祝贺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湖南日报北京3月15日电 （记者
刘文韬）今天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提出建议截止日。记者从湖南代
表团议案建议组获悉， 截至今天，湖
南代表团共向大会提出建议372件。

虽然湖南代表团中的新代表占
七成以上， 但代表们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职， 紧紧围
绕党和国家制定的发展战略， 以及

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深
入调查研究， 并结合实际提出了大
量接地气、连民心、促发展的建议。

据介绍， 代表建议内容主要包
括：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
升经济发展质量； 加快改革创新步
伐，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保护好水资源、森林资源；
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确保

如期完成脱贫攻坚重任； 深化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壮大乡村
发展新动能，实现乡村振兴；进一步
减税降费，加大民营企业扶持力度；
加强法治建设，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加强文化建设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加强
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事业
建设。

湖南代表团提出建议372件

3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这是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在主席台就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闭幕会并
讲话。 均为新华社发

� � �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
第四次会议15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行。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栗
战书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信春
鹰作的大会秘书处关于政府工作报
告审议和修改情况以及决议草案代
拟稿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
委员会主任委员徐绍史分别作的全
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17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有关情况的汇
报、关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
情况与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的审查结果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信春鹰作的大会秘

书处关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8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代拟
稿、 关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
行情况与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
决议草案代拟稿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作的全国人
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监察法草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信春鹰作的大会秘书
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审议情况
以及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
草案代拟稿的汇报、 大会秘书处关于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
任命的办法草案代拟稿的汇报。

会议审议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主席团关于宪法宣誓的组织
办法草案代拟稿。

会议同意将上述报告和决议草
案、决定草案、办法草案、监察法草
案修改稿等提请大会主席团第五次
会议审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陈希、王
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
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
出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15日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次会议。 会议
经过表决， 决定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
预算报告的决议草案和监察法草案
修改稿等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书主持会
议。会议应到190人，出席189人，缺
席1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荩荩（下转3版②）

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四次会议举行
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 行 第 五 次 会 议

栗战书主持

新华社记者 余晓洁 荣启涵 熊争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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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荩荩（下转3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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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3月15日讯 （记者 陈
昂昂） 随着南航CZ3128次航班缓缓
降落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出席全
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部分住湘
全国政协委员， 在圆满完成大会各
项议程后，于今日下午返湘。

会议期间，30名住湘全国政协
委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 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议国是、聚
共识，认真听取、审议和讨论大会各

项报告，认真讨论宪法修正案草案、
监察法草案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案， 审议政协章程修正案草案，围
绕改革发展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
点难点问题，深入协商讨论，积极
建言献策， 提出一系列具有建设
性、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
议。据统计，住湘全国政协委员共
提交提案152件。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 委员们纷

纷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一定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中共中央周围，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同
心同德、扎实工作；认真学习贯彻
中共十九大精神，积极宣传贯彻落
实好全国两会精神；准确把握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赋予的使命，切实做到旗帜
鲜明讲政治、以人民为中心履职尽
责、 求真务实提高协商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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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努力奋斗。

奋力书写新时代精彩答卷

部分住湘全国政协委员返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