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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3 日电 凝聚共
识谱写时代华章，共商国是同绘复兴
宏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
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3 日下午在
人 民 大 会 堂 开 幕 。 今 后 10 天 里 ，
2000 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将认真履行
职责，广泛凝心聚力，强化使命担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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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月的北京，春和景明。人民大
会堂大礼堂内穹顶群灯璀璨，会场气
氛庄重热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会徽悬挂在主席台正中，十面鲜艳的
红旗分列两侧。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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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
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
会召开。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应出席
委员2157人，实到2133人，符合规
定人数。

下午 3 时，张庆黎宣布大会开
幕，全体起立，唱国歌。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
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程。

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汪洋从三项重点工作和七个方面
总结了过去一年人民政协的工作。他
说，2018 年是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
精神开局之年，也是十三届全国政协
工作起步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政协全国
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
继承和创新有机结合，发挥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

双向发力，切实担负起把中共中央的
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落
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智慧和力量凝
聚起来的政治责任，推动各项工作取
得新进展，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政协的
新面貌新气象。

汪洋指出，2019 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人民政协也将
迎来 70 华诞。人民政协工作的总体
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锚定使命任务，坚持团
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聚焦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打好三大攻坚战等重点任
务，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职能，提高建言资政和凝聚
共识双向发力工作的质量，以优异成
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汪洋强调，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
作的总纲，崇尚学习、加强学习，以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轴不
断打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把推动人
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发挥好
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作为新时代的新
方位新使命，崇尚创新、勇于创新，加
强理论研究，完善制度机制，推动实践
发展。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
聚共识作为人民政协履职工作的中心环
节，崇尚团结、增进团结，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同心同德、共创复兴大业。

受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委托，苏辉向大会报告政协十三届
一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作情况。政协十

三届一次会议以来，广大政协委员、政
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围绕党
和国家中心任务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
民生问题，特别是围绕贯彻新发展理
念、聚焦打好三大攻坚战，提交大会提
案 5360 件，平时提案 211 件。按照提
高提案质量和提高提案办理质量要求，
共立案 4567 件，交 165 家承办单位办
理；截至 2019 年 2 月 20 日，99.2%已
经办复。经各方面努力，提案成果得到
有效运用，为服务决策、推动工作发挥
了重要作用。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丁

薛祥、王晨、刘鹤、许其亮、孙春兰、
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
渡、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
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
权、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
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
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
金、蔡达峰、武维华、魏凤和、王勇、
王毅、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
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列席开幕会。
各国驻华使节、新闻官和海外侨胞等应
邀参加开幕会。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到会祝贺

汪洋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张庆黎主持 苏辉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3 月 3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3 月 3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春回大地，相约北京。
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如约而至。肩负全国人民

的重托，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0 多位全国政协委员
相聚北京，共商国是，共绘新时代的美好蓝图。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也
是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
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召开，格外引人瞩目。

“去年刚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时，感到兴奋与新
鲜，而这一年来，感受到的是政协委员身上沉甸甸
的责任。”时隔一年，再次沿着人民大会堂的台阶
拾级而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教授张水波感
慨万千。

从城市到农村、从学校到企业，全国政协委员
们调研、走访、座谈，用脚步丈量社情民意，为国
家发展建言献策。

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调
研，张水波发现，我国“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已经
完善，但是“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要的外向型、复
合型与开拓型专业人才供给显得不足。今年张水波
带来了高等教育如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提
案。

“过去一年，我和我的很多同事全力以赴创办
西湖大学。这是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
的新型大学，我们的目标是世界一流。”在开幕会
前的首场“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委员、西湖大
学校长施一公谈起未来的发展，信心十足。

人民大会堂内，象征团结民主的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会徽在灯光下熠熠生辉。下午3时，在雄
壮的国歌声中，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隆重开
幕。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坚持履职为民，助推民生改善和社会发展。着
眼深化教育改革，委员们提出了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增加幼儿教育资源供
给、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加快“双一流”建设等建议，为发展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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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
学副校长许玲早早地把自己的“两会
时钟”拨快了，最近这段时间，她忙
着在广东省内调研走访，反复打磨着
将要提交的提案。

过去的一年，许玲一直走在履职
路上。她参加了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

“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重点提
案督办调研组赴辽宁、吉林两省开展

的调研，实地考察了职业院校、企
业，召开了座谈会。在广东省内，许
玲先后考察了东莞、佛山等地的十几
所职业院校，并利用自己学校举办职
教师资重点培训的契机，对来自中西
部的 100 多名职业院校校长、教师进
行访谈，获得了大量调查数据。

“在珠三角一家以电梯专业为特
色的学校，我看到几百平方米的实训
车间里摆放的都是目前行业最先进的
电梯实物，来自企业一线的高级技师
手把手传授学生操作技能。行业和教
学的无缝对接正在成为现实。”通过
走访调研，许玲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职
业教育发展驶入“快车道”。

与此同时，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
的发展状况始终牵动着许玲的心。许
玲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校长培训会
上，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位职校校
长正在分享校企合作的办学经验，一
位来自西部地区的中职学校校长突然

站起来发言，这位校长的一席话令许
玲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对于你们的发展阶段，我是既
羡慕又感到压力，我们学校现在最需
要解决的是怎么‘办下去’的问题，
学校正面临着办学经费不足、生源流
失、师资紧缺等问题。”许玲回忆。

“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
较突出，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经费保障
问题落实不到位，各地生均拨款经费
差异显著，不仅体现在省域之间，也
体现在一个省内不同地区之间。”许
玲的资料夹里收集了近百份来自各地
的生均拨款经费数据，她发现有的省
份不同地市的生均拨款经费竟相差数
倍，而以省作为统计口径时，省内欠
发达地区往往“被平均化”。

去年全国两会，许玲提交的 《关
于职业教育提升层次，保障生均拨款
的建议》 提案得到了教育部的积极回
应。今年，她将在这份提案的基础

上，结合过去一年的调研情况，进一
步呼吁健全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机制，
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职业院校统筹层
级，经济欠发达地区县级职业学校由
市级政府统筹管理，并在全市层面统
筹职业教育资源。此外，她还建议，
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对地方政府职
业教育生均经费保障情况进行年度评
价，并向全社会公布评价结果。

让许玲感到振奋的是，国务院近日
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明确提出，地方政府要按规定制定并落
实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或公用经费
标准。新增教育经费要向职业教育倾
斜。进一步完善中职学校生均拨款制
度，各地中职学校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可
适当高于当地普通高中。

“有了这一实施方案，大家对职
业教育的发展更加充满信心，希望实
施方案能够尽快落实，真正解决职业
教育的经费保障问题。”许玲说。

许玲：为欠发达地区职教发展鼓与呼
本报记者 焦以璇

履职一年间

这一年，育人方式
悄然变革

➡➡➡详见第五版

·新闻 ·访谈 ·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