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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集众智谋发展，凝心聚力谱

新篇。 3 月 10 日，全国政协十三届

五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京

胜利闭幕。我们对大会的成功表示

热烈祝贺！

这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

进的大会。 会议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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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委

员小组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

建议，与委员们共商国是。 广大政

协委员认真履职尽责、深入协商议

政、广泛凝聚共识，听取和审议全

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关于提

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十三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

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大会议

程紧凑、务实高效，充分发挥了人

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

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重要作

用，充分展现了广大政协委员为国

履职、为民尽责的担当精神，充分

彰显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

优势， 进一步凝聚起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的智慧和力量。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

复杂变化，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

互交织，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

国博弈日趋激烈，世界进入新的动

荡变革期，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艰巨繁重。 我们要看到，我国发展

仍具有诸多战略性的有利条件。一

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为沉着应对各种

重大风险挑战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二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显著优势，我国政治制度和治理体

系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打赢脱贫

攻坚战等实践中进一步彰显显著

优越性，“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

对比更加鲜明。三是有持续快速发

展积累的坚实基础， 我国经济实

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

显著增强，经济体量大、回旋余地

广，又有超大规模市场，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具有强大的韧

性和活力。四是有长期稳定的社会

环境，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显著增强， 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

升， 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五是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中国

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

步激发 ，志气 、骨气 、底气空前增

强，党心军心民心昂扬振奋。 我们

要把握有利条件， 坚定发展信心，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定不移做好

自己的事情，昂首阔步向前进！

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踏上了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越是接近

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

巨，越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

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

度优势，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

起来，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 人

民政协因团结而生、 依团结而存、

靠团结而兴，是大团结大联合的象

征。 新征程上，要深刻认识加强中

华儿女大团结是新时代人民政协

的历史责任，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

统一，有效运用制度优势寻求最大

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把更多

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把更多

力量汇聚到共襄复兴伟业的历史

进程之中。要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

协商优势，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以协商聚共识、 以共识固团结，切

实将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国

家治理效能。 团结要有圆心，固守

圆心才能万众一心。中国共产党成

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圆心，是历史

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人民政协要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党的旗帜下

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有效汇

聚中国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的

智慧力量，形成真正的、广泛的、紧

密的大团结。

2022 年， 中国共产党将召开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各方面工

作都要围绕迎接二十大、开好二十

大、 贯彻二十大精神来谋划和开

展。人民政协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团结和

民主两大主题，坚持建言资政和凝

聚共识双向发力，紧扣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广泛凝聚共识，以高质量建

言服务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专门

协商机构建设，为保持平稳健康的

经济环境、 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

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作出贡献。

团结就是力量， 奋斗开创未

来。 在新的伟大征程上，让我们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会“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凝

聚万众一心的伟力，保持勇毅笃行

的坚定， 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同

心同德、奋发有为，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努力

争取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人民日报 3 月 11 日评论员文章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凝聚智慧力量 共谱奋进新篇
———热烈祝贺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胜利闭幕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期

间，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积

极通过提案建言资政、凝聚共识，

以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迎接中共

二十大胜利召开。

截至 3月 5日 20时，共收到

提案 5979件。经审查，立案4979

件，并案 35 件，转为意见和建议

965件。立案的提案中，委员提出

4503 件，占 90.4%；各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和界别、委员小组等提

出476件，占 9.6%。其中，经济建

设方面 1911 件，占 38.4%；政治

建设方面 499件，占 10.0%；文化

建设方面 389 件，占 7.8%；社会

建设方面 1543 件，占 31.0%；生

态文明建设方面 613 件，占

12.3%；其他方面 24件，占 0.5%。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

席团 10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第四次会议。主席团常务

主席栗战书主持会议。

3月 10 日，各代表团认真审

议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关

于政府工作报告、2021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2021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

情况与 2022 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六个决议草

案，一致同意提请大会全体会议

表决。主席团常务主席根据各代

表团的审议意见，建议将各项决

议草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主席团会议经分别表决，决

定将上述决议草案提请大会全体

会议表决。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伴随着春天的气息，10 日上

午，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三场

“委员通道”采访活动顺利举行。

面向镜头和屏幕，8 位全国政协委

员回答记者提问，分享身边故事，

畅谈履职心声。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武钢委员用详尽的数据和事实，

讲述了我国风电行业快速发展、助

力实现“双碳”目标的绿色故事。

“刚闭幕的北京冬奥会实现

碳中和，张北的风电发挥了重要作

用。如今‘张北的风’不仅‘点亮

了北京的灯’，而且中国制造的大

型风力发电装备将绿色能源传送

全球千家万户。”武钢的话语中充

满自豪。

实现“双碳”目标，离不开政府

和市场“两手发力”。

“我们正在形成一种新的金

融支持降碳体系，既促进风电、光

电等新能源大力发展，也对传统化

石能源降碳改造提供资金支持。”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金

鹏辉委员说。

守护绿水青山， 需要锲而不

舍、久久为功。

“关注森林活动是全国政协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国家林草

局等部委联合倡导的公益活动，自

从 1999 年开始已经进行了 23年，

成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力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

席专家杨忠岐委员说。

初心使命代代传承，红色精神

熠熠生辉。

来自沂蒙山革命老区的翔宇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凡儒

委员，讲述了“水乳交融、生死与

共”的沂蒙精神激励企业发展的

故事。

革命战争年代，英雄的沂蒙儿

女以“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

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

场”的无私奉献，书写了军民血肉

相连、共同奋战的壮阔篇章。

“从小就听这些故事，沂蒙精

神在我心里扎下根。30多年来，我

们从一家小商店发展为现代化医

药企业集团，得益于党的关心支持

和改革开放，得益于沂蒙精神的感

召，面对困难我们拒绝‘躺平’。”

林凡儒深有感触地说。

传承革命精神，续写新时代伟

大篇章。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詹纯新委员讲述了中国装备制

造业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共享发展成果的故事。

“我们在海外先后并购了 6

家企业。并购后我们没有裁员，没

有更替管理团队。但是大到企业战

略预算，小到文具纸张的成本，都

纳入我们管理体系中。”詹纯新欣

慰地说，在去年疫情蔓延背景下，

海外并购的主要企业收入同比增

长了 30%，既推动解决了当地就

业，增加了当地政府税收，也得到

当地民众和工商界的高度认同。

将自身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

成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正是新时代中国与各方共谋发

展的一个缩影。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

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来自这里

的杨杰委员分享了民族团结一家

亲的温暖故事。

一位叫王桂珍的汉族老人，30

多年来无偿照顾 240 多名各族老

人和留守儿童，做了数不清的好

事，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阿同汗”，

维吾尔语意为“金子般的心”。在

她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阿同汗”爱心志愿服务队，目前

注册志愿者超过 2.6 万人。

“这样的故事在新疆还有很

多，温暖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在各族人

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杨杰说。

从考古盲盒的大热到舞蹈

《唐宫夜宴》《只此青绿》的“出

圈”，近年来，尘封在博物馆的文

物幻化成鲜活生动的姿态，走进人

们日常生活。

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委员

说，这些成功的案例，得益于“深挖

内涵”“创新表达”“科技赋能”。

“从‘活’起来到‘潮’起来的不仅

是文物和传统文化，更是我们心中

泛起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谈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来自广西罗

城仫佬族自治县的欧彦伶委员信

心满满：“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我们

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秀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

风情，野生毛葡萄等大批优质特色

农产品，成为群众致富的“香饽

饽”，印证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通过进行资

源保护性、民族特色性开发，短短

几年，曾经交通闭塞、贫困落后的

棉花村就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村，

不仅摘掉了‘贫困帽’，还带动了

村民致富。”欧彦伶娓娓道来。

一个个温暖人心的故事，一幅

幅踔厉奋发的图景，激荡着奋进新

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澎湃力量。

手拉手同追梦，心连心向未

来。从全国两会出发，播种下春天

的信心和希望。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三场“委员通道”采访活动顺利举行

文博“出圈”背后是文化自信

3月 10 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三场“委员通道”采访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 /新华社

十三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四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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