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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5月27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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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扎
实工作，拼搏进取，推动人民
政协成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
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用党
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
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
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
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
更好发挥在国家治理体系中
的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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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
等在主席台就座。

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
进的大会

下午3时，闭幕会开始。汪洋
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应出席委员2151人， 实到2043
人，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选举李斌为政协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会议
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 政协第十三
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
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
情况的报告、 政协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
议。委员们一致赞成并支持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作出
决定。

汪洋在讲话中说， 这次会
议是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战决胜
阶段的重要时刻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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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出席会议， 与委员共商国
是。全体委员围绕统筹推进常
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 落实决战决胜目标任务，
积极建言资政， 广泛凝聚共
识，充分体现了专门协商机构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
用，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
进的大会。

广泛汇聚人心， 更好为国
家治理添助力、增合力

汪洋指出，今年是实现“两
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之年， 人民政协要胸怀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
局”， 以实际行动和履职成效，
交出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
合格答卷。 要从伟大抗疫斗争
中汲取力量、坚定信心，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
进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充分做
好应对风险考验的思想准备和
工作准备。 要紧扣目标任务提
高履职能力、增强工作实效，更
好地把作风之实和履职之能结
合起来，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努力做到建言资政
有用、凝聚共识有效，以良好作
风保证履职成效。

汪洋强调， 人民政协要为
实行中国式民主发挥作用、作
出贡献。 人民政协运用社会主
义协商民主优势， 有效组织各
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建言
资政、凝聚共识，有利于把坚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多党派合作
有机统一起来， 有利于把充分
发扬民主与正确实行集中、有
序政治参与有机统一起来，有
利于把切实增进团结与推动
工作落实有机统一起来。 要提
升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制
度效能， 推进具有共同思想政
治基础、共同目标追求、共同根
本利益的政治共同体建设，更
好为国家治理添助力、增合力。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
幕。 ■据新华社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汪洋发表讲话

凝聚共识，为国家治理添助力增合力

截至5月22日20时， 全国
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共收到
提案5709件。依据《提案工作
条例》 及《提案审查工作细
则》， 经审查 ， 立案的提案
4849件， 并案的提案118件，
转为意见和建议的提案 742
件。在立案的提案中，委员个
人或联名提出提案 4387件，
占90.47%；各民主党派、人民
团体和界别、 委员小组等提

出提案462件，占9.53%。在立
案的提案中， 经济建设方面
提 案 1858 件 ， 占 总 数 的
38.32%； 政治建设方面提案
536件，占11.05%；文化建设
方面提案404件，占8.33%；社
会建设方面提案1550件；生
态文明建设方面提案355件。

其中住湘全国政协委员提
交提案137件，立案122件。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叶佳兆

5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新华社 图

本报北京5月27日电
受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湖南代表团团长杜家毫、
副团长许达哲的委托，5月26
日下午和27日上午，省委常
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宏
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刘莲玉分别看望
慰问了奋战在全国两会报
道一线的我省新闻工作者。

在北京全国两会报道
湖南媒体前方驻地， 张宏
森通过5G视频系统，实时
连线湖南代表团随团记者
和长沙后方采编人员，对
大家连日来辛勤付出表示
慰问和感谢。他说，大家发
扬连续作战、 开拓创新精
神，紧扣大会主题主线，创
新报道方式方法， 充分展
示了代表委员履职尽责的
良好精神风貌。 在随后召
开的媒体负责人座谈会
上，张宏森强调，各媒体要
利用两会这个最亮丽的平
台, 把湖南好声音充分传
播开来。

刘莲玉在代表团驻地
看望随团记者时说， 大家
不辱使命， 新闻报道精品
不断、 亮点纷呈， 令人感
佩。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善
作善成， 继续传播好两会
精神，展示好湖南形象，讲
述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故
事。 ■记者 冒蕞 周帙恒

张宏森刘莲玉
看望我省两会
报道新闻工作者

住湘全国政协委员提案立案122件

本报北京5月27日电 5月26日
下午和27日， 湖南代表团继续举行
分组会议，审议民法典草案修改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修改稿、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年度计划
报告、年度预算报告的决议草案。

杜家毫代表说，我完全赞成“两
高”工作报告。一年多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始
终突出正确政治方向， 牢牢把握党
的绝对领导这个灵魂， 立足司法职
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始终突出司法为民、 公正司
法，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告状
难”“申诉难”“执行难”等问题，让人
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始终突出改革创新，深化司法体
制综合配套改革， 全面落实司法责
任制等， 有力提升了司法审判和检
察工作质效。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
“两高”围绕“六稳”“六保”依法行使
审判权检察权， 为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精准司法服
务。下一步，我们将始终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按照“两高”报告要求，全力
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
判权、检察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许达哲代表说，“两高” 工作报
告数据案例翔实、主题鲜明突出，紧
扣党中央精神、 紧跟新时代发展、
紧贴老百姓期待，我完全赞成这两
个报告。一年多来，“两高”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 落实国家总体安
全观， 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职
责，有力促进了全面依法治国。建议
着力解决城乡、 区域之间司法资源
分布不均衡问题， 支持长沙以知识
产权法庭为基础设立知识产权法
院，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 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法治保障。

傅奎代表说，“两高” 工作报告
主旨鲜明、重点突出，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突出全面依法
治国的鲜明主体。过去一年，“两高”
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紧扣中心、
服务大局，突出司法为民，集中精力
破解司法难题，切实加强自身建设，
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彰显了司法改
革的新进展新成效。

王少峰代表说，“两高” 旗帜鲜
明讲政治，全面依法履行职责，坚持
不懈深化司法改革， 坚定不移狠抓自
身建设，积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各项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两个报告实事求
是，站位全局，直面问题，突出重点，书
写了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新篇章。

李殿勋代表说，“两高” 贯彻总
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惩各类犯罪，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极大
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贯彻新
发展理念， 坚持产权平等、 交易公
平、监管统一基本原则，着力营造了
法治化营商环境。

刘莲玉代表说，“两高” 工作报
告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态度、 坚定的
人民立场、突出的问题导向，彰显了
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公平正义、保障
社会稳定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针
对“执行难”问题，建议要运用法治思
维、法治方式，维护司法权威，支持法
院依法办案。 ■记者 贺佳 冒蕞

湖南代表团分组审议“两高”工作报告等 杜家毫许达哲等参加审议

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