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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春来潮涌，奋楫扬帆。3 月 4 日，全国政协十四

届一次会议在京隆重开幕。来自 34 个界别的 2100

多名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迎着新时代的浩荡东

风，肩负亿万人民的殷切期待，齐聚首都共商国

是。我们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新时代十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稳经济、促发展，战贫困、建小康，控疫情、抗

大灾，应变局、化危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

的历史进程。特别是过去五年，我们经受了世界

变局加剧、新冠疫情冲击和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

考验，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取得

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

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以奋发有

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

前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结

果，也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在内的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为国履职显担当，为民尽责践初心。五年来，

人民政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

神，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务实有效深化专门

协商机构建设，凝心聚力共襄民族复兴历史伟

业，与时俱进推进人民政协实践创新、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人民政协事业展现新气象新面貌，为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时代

号角。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

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

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

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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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

的目标任务广泛汇聚智慧和力量。

力量生于团结，幸福源自奋斗。实现宏伟蓝

图，需要全国上下团结奋斗。人民政协因团结而

生、依团结而存、靠团结而兴，肩负着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的重要使命。面对新时代

新征程的新任务新要求，人民政协发挥作为最广

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坚持大团结大联

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最大限度把各阶

层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最大限度把全

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出来，

一定能够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

式，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

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制度具有多方面的独特

优势。前进道路上，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

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发扬民主和

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

力，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提高深度协

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水平，更好

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向着新目标、

奋楫再出发，人民政协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期待

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牢记“国之大者”、增强历史

主动、认真履职尽责，努力为实现新征程的良好

开局建真言、谋良策、出实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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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刻领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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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

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新华社北京3月 3日电 载3月 4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3月 3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 3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会议由十三届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

会议以举手表决等方式，审议通过了政协第

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主席

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政协第十四届全国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和日程以及政协第十四

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

会议议程进行完毕后，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

会议主席团会议主持人王沪宁走上主席台，向在

座的 2100 多名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鞠躬致意，同

十三届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亲切握手，并同在主席

台就座的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一握手。

汪洋在会议结束时发表讲话。他说，在全国

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即将开幕之际，我谨代表十

三届全国政协，向新一届政协全体委员和主席团

成员，表示热烈祝贺。衷心祝愿全国政协十四届

一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衷心祝愿新一届全国政

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

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奋进新征程，创造新辉

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帕

巴拉·格列朗杰、万钢、何厚铧、卢展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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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云龙出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 3月 3日电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3 日下午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主席团会议主持人王沪宁主持

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政协第十四届

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各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

和主持人名单、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分组办法和委员小组召集人名单、政协第十

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政协

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秘书处机构设

置和工作任务。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

石泰峰、胡春华、沈跃跃、周强、帕巴拉·格列朗

杰、何厚铧、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鸿、高云龙

在主席台就座。

一、主席团成员（323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乙晓光 丁世忠（回族） 万建民 马文亮（哈

尼族） 马军胜 马建堂 王宁（中共界） 王军 王

辰 王俊 王勇 王绚（女） 王锐 王路 王飚（侗

族） 王世杰 王东峰 王尔乘 王光谦 王红玲

（女） 王志刚 王沪宁 王国生 王金南 王学典

王建军（中共界） 王晓东 王梅祥 王惠贞（女）

王新强 韦维（女，布依族） 韦朝晖（女，壮族） 扎

西达娃（藏族） 车俊 方光华 方精云 户思社

巴特尔（蒙古族） 孔令智 邓蓉玲（女） 石碧 石

泰峰 石爱中 龙庄伟（苗族） 卢柯 卢国懿 申

长雨 田红旗（女） 田沁鑫（女） 冉霞（女，苗族）

印红（女） 冯正霖 宁吉喆 司马红（女） 吉尔拉·

衣沙木丁（维吾尔族） 朴世龙（朝鲜族） 成岳冲

毕井泉 朱生岭 朱永新 朱程清（女） 多杰热旦

（藏族） 刘艳（女） 刘雷 刘聪 刘万龙 刘中民

刘同德 刘旭光 刘忠范 刘政奎 刘结一 刘晓

梅（女，蒙古族） 刘家义 刘家强 刘雅煌 刘赐

贵 刘德伟 齐扎拉（藏族） 齐成喜 江广平 江

尔雄（女） 江利平 许又声 许京军 阮成发 阮

诗玮 孙尧 孙阳 孙东生 孙业礼 孙继业 寿子

琪 苏辉（女） 杜占元 李山（宗教界） 李卫 李心

（女） 李林 李群 李瑶（女） 李小鹏 李文章 李

世杰 李龙熙（朝鲜族） 李光富 李仲平 李玛琳

（女） 李和平 李宝善 李家杰 李家洋 李惠东

（回族） 杨杰 杨震 杨云彦 杨发明（回族） 杨光

跃（纳西族） 杨华勇 杨振斌 杨培君 吴巍 吴

为山 吴良好 吴社洲 吴英杰 吴国华（女） 吴

建平 邱达昌 邱华栋 何平 何志敏 何报翔 何

厚铧 何润生 何超琼（女） 但彦铮 邹加怡（女）

邹其国（黎族） 沈斌 沈跃跃（女） 宋涛 宋亚君

宋曙光 迟子建（女） 张全 张杰 张光奇 张兴

凯 张兴海 张纪南 张克俭 张来斌 张连起 张

伯军 张灼华 张雨东 张宗真 张柏青 张复明

张桃林 张晓明 张恩迪 张宽寿（白族） 张雪

樵 张裔炯 张福成 张震宇 陆桂华 阿地里江·

阿吉克力木（维吾尔族） 陈冬 陈旭（女） 陈军

（女，高山族） 陈武（壮族） 陈彦 陈群 陈小平

陈小江 陈马林 陈冯富珍（女） 陈宝生 陈星莺

（女） 陈贵云 陈润儿 邵鸿 武向平 苗圩 苟仲

文 范九伦 林铎 林建岳 林毅夫 欧阳明高 欧

阳泽华 尚勇 尚勋武 易军 易纲 帕巴拉·格列

朗杰（藏族） 帕松列龙庄勐（傣族） 金石 周强

周汉民 周忠和 郑和 郑永飞 房兴耀 赵吉 赵

雯（女） 赵静（女，九三学社界） 赵宗岐 赵家军

赵德明（瑶族） 胡刚 胡泽君（女） 胡春华 南存

辉 咸辉（女，回族） 哈德尔别克·哈木扎（哈萨克

族） 侯茂丰 施荣怀 姜信治 洪捷序 洪慧民

祝春秀（女，彝族） 姚志胜 姚爱兴 秦顺全 秦博

勇（女） 珠康·土登克珠（藏族） 班禅额尔德尼·

确吉杰布（藏族） 袁亚湘 聂辰席 贾楠（女） 贾

庆国 夏杰（女，回族） 夏先鹏 钱锋（九三学社

界） 钱锋（福利保障界） 钱克明 钱学明 钱智

民 倪晋仁 徐涛 徐彬 徐令义 徐乐江 徐延

豪 徐启方 徐晓兰（女） 徐晓鸿 栾新（女） 高

津 高峰 高小玫（女） 高云龙 高永文 高秀梅

（女） 高鸿钧 郭乃硕 席南华 唐英年 唐承沛

陶智（满族） 陶凯元（女） 黄卫 黄武 黄荣 黄

震 黄宇光 黄丽云（女，傣族） 黄国显 黄柳权

黄润秋 曹卫星 龚建明 龚俊龙 盛斌 常凯 崔

世昌 符之冠 康耀红 梁振英 隋军（女） 葛会

波 葛均波 葛建团 董耀鹏 蒋旭光 蒋作君 蒋

建国 韩卫国 韩立平 程红（女） 程凯 程萍

（女） 程永波（满族） 傅振邦 焦红（女） 舒红兵

谢红（女） 谢茹（女） 谢晓亮 赖明 赖明勇 解冬

（女） 蔡威 蔡名照 蔡秀军 蔡冠深 廖长江 演

觉 谭铁牛 谭锦球 樊杰 黎昌晋 滕树静（女，

土家族） 潘立刚 燕瑛（女） 霍卫平 霍金花

（女） 穆虹 魏钢

二、主席团会议主持人

王沪宁

三、秘书长

石泰峰

(新华社北京3月 3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

（2023 年 3 月 3 日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任

刘家义

副主任（9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李世杰 张军扩 赵爱明（女） 高鸿钧 黄

国 盛茂林 崔波 崔少鹏 韩卫国

委员（67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佐 宏 于 建 华 于 春 水 马 正 武 马 崇

贤 王宜（女，满族） 王昌林 王祥明 方向 白

涛 边巴拉姆（女，藏族） 朱松纯 刘忠范 刘

振东 江毅 许进 孙达 李岩（满族） 李岩 李

健（侗族） 李萌 李海潮 杨临萍（女） 连玉

明 余 兴 安 邹 震 汪 阳 宋 海 良 张 旭（科 协

界） 张旭（文艺界） 张合成 张兴凯 张来斌

张政文 张福麟 陈因 陈彦 陈子云（女） 陈

百灵（女，满族） 陈明金 岳伟 周庆富 周进

强 郑平 赵宏 赵英民 赵晓萍（女） 荣洋 胡

剑江 钟章队 敖虎山（蒙古族） 贾楠（女） 夏

德 仁 徐 坤 徐 安 龙 翁 铁 慧（女） 郭 媛 媛

（女） 唐承沛 桑福华 黄国显 黄信阳 龚六

堂 韩 鲁 佳（女） 蒙 曼（女 ，满 族） 黎 晓 英

（女） 戴小明（苗族） 戴均良

（新华社北京3月 3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

（2023 年 3 月 3 日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邹加怡（女） 张晓明 蒋作君 朱永新 刘家强 李惠东（回族） 张道宏 李世杰 赖明 杨

健 黄荣 韩建华（撒拉族） 张茂于 姜信治 陈小江 郭卫民

（新华社北京3月 3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2023 年 3 月 3 日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一、听取和审议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

二、听取和审议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三、列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

四、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

程修正案

五、选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

六、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

七、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八、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

九、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十四届

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新华社北京3月 3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议程

（2023 年 3 月 3 日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
汇聚智慧和力量

——热烈祝贺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开幕 王沪宁 石泰峰 胡春华 沈跃跃（女） 王勇 周强 帕巴拉·格列朗杰（藏族） 何厚铧 梁振

英 巴特尔（蒙古族） 苏辉（女） 邵鸿 高云龙

（新华社北京3月 3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23 年 3 月 3 日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同日举行

汪洋主持 通过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会议主持人
和秘书长名单以及会议议程等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等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
政协大会今日下午3时开幕，11日下午闭幕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3日电 全国政协十四届

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 3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大会新闻发言人郭卫民宣布，全国政协十四

届一次会议将于 3 月 4 日下午 3 时在人民大会堂

开幕，3 月 11 日下午闭幕，会期 7 天半。

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与中外记者深入

交流，1 个多小时回答了中外记者 12 个问题。

人民政协事业展现新气象、新面貌

人民大会堂一层新闻发布厅，座无虚席。中

外记者用手中的摄像机、相机、手机等设备，实时

向全球传递发布会的最新情况。

郭卫民介绍，会议期间，将安排开幕会、闭幕

会以及 2 次大会发言，安排 8 次小组会议。开幕

会、闭幕会将邀请外国驻华使节旁听。现在大会

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根据安排，除了 3 日的新闻发布会外，大会还

将举办 1 场记者会、3 场“委员通道”采访活动。各

委员驻地都继续设立了网络视频采访间。

郭卫民在回顾过去五年工作时说，全国政协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扎实推进人民政协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

度创新，人民政协事业展现新气象、新面貌。

聚焦中心任务，胸怀“国之大者”、民之关切

协商议政。全国政协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规划制定和实施协商建言、开展监督，

举办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专题协商会、双周

协商座谈会等超过 100 场。五年来，共收到 2.9 万

多件提案，编报各类社情民意信息 9000 余期。

把提质增效作为重要目标和任务

郭卫民说，近年来，全国政协在探索建立协

商议政质量评价体系、建立民主监督长效机制、

提高提案工作质量和办理实效等多领域推进相

关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运用互联网技术拓展平台、提升实效。郭卫

民说，全国政协高度重视发挥互联网的重要作

用，特别是在疫情形势下，深入开展网络议政、远

程协商。十三届以来，在网络平台上累计开通了

144 个主题议政群，委员使用履职平台的比例超

过 99%，网上提案提交率超过 92%。

丰富协商形式、增加协商深度。郭卫民表示，在

政协大会上专门安排界别协商，加强在专题协商

会、双周协商座谈会等协商活动中与政府部门互动

交流，组织了近 40次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等。

十三届以来，举办了 70多场专家协商会，不少意见

建议为中央和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紧扣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议题建言献策

助力宏观经济健康运行，是全国政协协商议

政的重要议题。

委员们建议，要以实质性改革举措改善预

期，提振信心，重点把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部署的各项任务尽快落到实处；要坚持实

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恢复和扩大消费；要深化

金融体制改革，引导金融机构更好服务小微企业

和创新发展……

“2023 年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把稳

增长放在首要位置，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郭卫民说。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

招。郭卫民表示，全国政协把推进对外开放作为协

商议政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

议、专项民主监督、专题调研等多种形式协商议政。

面对新冠疫情，广大政协委员发挥自身优

势，在深入一线治病救人、开展应急科研攻关、在

不同领域抗击疫情的同时，积极出主意、想办法。

“今后全国政协还会围绕新阶段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聚焦补齐医疗卫生短板、防范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等积极建

言。”郭卫民表示。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扎实向前推进

2023 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

截至今年 2 月中旬，中国已与 151 个国家、32 个国

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 200 多份。

“‘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涉及的是基础设施和生

产领域，为共建国家带来了有效投资，增加了优质资

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郭卫民说。

近年来，全国政协围绕“一带一路”创新合

作、“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

相通等主题，通过开展专题调研、举办双周协商

座谈会、召开提案督办会等多种方式协商议政、

凝聚共识。郭卫民表示，全国政协将继续开展相

关工作，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扎实向前推进。

秉持“两岸一家亲”致力两岸交流

今年以来，两岸开展了一系列交流活动。郭

卫民表示，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具有深厚基础

和内在动力，也是大势所趋。全国政协秉持“两岸

一家亲”理念，致力于促进两岸同胞交流合作。

五年来，全国政协组织有关政协委员开展视察

考察、专题调研、对口协商等协商议政活动，提出工

作建议，推动落实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政策

措施；积极参与举办海峡论坛，打造两岸民间交流交

往新平台；邀请台湾代表参加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

等重大活动，促进两岸同胞情感交融、心灵契合。

郭卫民表示，在大陆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的

形势下，全国政协将继续推进与台湾各界人士的

交流交往，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

展，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共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