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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3 日电 凝心聚智
谋发展，同心同德铸伟业。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 3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大会
期间，2000 多位政协委员将紧紧围绕

“十三五”规划实施等关系国计民生的
重大问题，深入协商议政，认真履行职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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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智
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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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全国政协副
主席杜青林、韩启德、帕巴拉·格列朗
杰、董建华、万钢、林文漪、罗富和、
何厚铧、张庆黎、李海峰、陈元、卢展
工、周小川、王家瑞、王正伟、马飚、
齐续春、陈晓光、马培华、刘晓峰、王
钦敏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
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
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应出席委
员 2205 人，实到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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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程。

俞正声代表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俞正声从 7 个方面总结了过去一年
人民政协的工作。他说，2016 年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十分重要的一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勇于
历史担当，保持战略定力，驾驭复杂局
面，引领改革发展，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伟大进军，打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
坚之战，取得新的显著成就。中共十八
届六中全会深刻分析全面从严治党的形
势和任务，就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作
出新的重大部署，正式明确习近平总书

记的核心地位，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根本
利益，对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
安，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中
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政协全国委员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全面贯彻中共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
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调查研究扎实

深入，协商议政成果丰硕，民主监督实效
增强，团结联谊广泛拓展，为实现“十三
五”良好开局作出重要贡献。

俞正声指出，2017年是实施“十三
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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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六中全
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
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组织参加
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
士，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
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
能，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
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把围
绕“十三五”规划实施建言献策作为工
作主线，着力做好思想引导、汇聚力

量、议政建言、服务大局的各项工作，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
定，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十九大
胜利召开。

俞正声强调，中共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高度重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
监督重要作用，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
点新要求。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对支持

和保证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作
出部署，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
见》。这些都为新形势下政协民主监督
提供了基本遵循。人民政协要认真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自觉服从服务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扎实推进民主监督，
善监督、真监督，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优势和特色，
更好推动中共中央大政方针贯彻落实。

（下转第三版）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到会祝贺
俞正声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马培华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杜青林主持

俞正声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宝生部长！宝生部长！请看这
里！”3 月 3 日下午 2 时 15 分左右，列
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教育部
长陈宝生笑眯眯地沿红毯走来，人民
大会堂北大厅的通道瞬间由先前的凝
重变得沸腾，记者们的呼喊此起彼伏。

陈宝生脚下的这条红毯，是每年
列席全国两会的国务院各部门主要负
责人进出会场的必经之路，也是媒体
记者俗称的“部长通道”。

今天，陈宝生有两个“第一”：第
一次以教育部长身份亮相全国两会，
第一个经过“部长通道”接受中外媒
体记者采访。

有记者对 《中国诗词大会》 很感
兴趣，大声提问“宝生部长”：“听说
您非常喜欢看 《中国诗词大会》，我们
知道它是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
作的，那么是否意味着今后教育部将
加大传统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比重？”

记者边问，陈宝生边利落地靠近
红毯上早已安置好的话筒。记者话音
刚落，陈宝生脱口而出：“好问题！”

原来，记者的问题与陈宝生最近
关心的兴奋点恰好“对接”。他兴致勃
勃地介绍了教育部、国家语委与中央
电视台联合举办 《中国诗词大会》 的
情况。在他看来，这个节目激发了

“人民群众对于中华诗词的热爱，很多
人看了这个节目之后，激活了脑海中
自己过去背的那些诗词的记忆”。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日依山
尽，黄河入海流”，说到高兴处，陈宝生仿
佛也被激活了童年关于诗词的记忆，吟
诵起了两首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古诗。

当然，作为教育部长，陈宝生更
关心的是，诗词大会这样一种人民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优秀的传统
文化进校园，探索了路子，积累了经
验”。 （下转第三版）

两会“部长通道”陈宝生首次亮相接受记者采访

传统文化进校园 教育部长指路
本报记者 张滢 高靓 施剑松 王强

3月3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接受采访。
本报记者 施剑松 摄

3 月 3 日，首都北京，祖国心脏，
2000 多名来自全国各党派、各行业的
政协委员，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会聚到雄
伟的人民大会堂。他们将聚焦党和国家
的方针政策，聚焦社会和百姓的民生关
切，建言献策，共商国是。下午 3 时，
一个庄严的声音从这里发出——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开幕！

这声音穿越时空，接续 1949 年的
秋天。建国前夜，群贤毕至，畅所欲
言，从此为新中国留下了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宝贵财
富。从百废待兴的过去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今天，共和国走过的每一步，都
有来自全国各界的政协委员鼎力助推的
身姿。

“我们每个人都是涓涓细流，但汇
聚到一起就成了江海。”入场时，看着
人民大会堂门口川流不息的身影，全国
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府参事、四川省教
育厅巡视员王康感慨地说。而在全国政
协常委会的报告中，这涓涓细流具体转
化为去年以来的5769份提案。

随迁子女入学、深化教育综合改
革、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公用经费基
准定额、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学杂费、分类推进中等职业
教育免除学杂费⋯⋯在提案的推动下，
一个个困扰教育发展、社会热切期盼的
问题获得历史性突破。

“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地
需要人才、需要教育。”王康解释说，

“经济供给侧改革五大基本要素之一就
是人力资源，而教育是供给侧改革的应
有之义。”他今年的提案之一，就是高
等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实现人才培养的

“三去一降一补”。
在人民大会堂人头攒动的大厅中，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

谦兴奋地告诉记者，他带来的有关学前
教育的提案成了“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
会议提案 0001 号”。面对老龄化社会，
人口政策调整，“二孩”政策能否平稳落
地？政协委员的使命，让这位殿堂之上
的大学校长关注起老百姓生儿育女、小
娃娃上幼儿园。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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