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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中央政协
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70周年大会20日上午在京召开。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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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服务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为工作主线，把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
心环节，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提高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
好凝聚共识，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
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担负起把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
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
起来的政治责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出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会
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汪洋主持会议。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在热
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向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成立70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向
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
人士，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
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
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
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
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
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
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70年来，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协坚持团结和民
主两大主题，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在建
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各个
历史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党中央对人民政协工作作出一系
列重大部署，对人民政协工作提出了一系
列新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
强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领导，二是准确把
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三是发挥好人民政
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四是坚持和完善我
国新型政党制度，五是广泛凝聚人心和力
量，六是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

七是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八是以改革创
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70年的实践
证明，人民政协制度具有多方面的独特优
势。

习近平强调，人民政协在协商中促进
广泛团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
既秉承历史传统，又反映时代特征，充分体
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事多商量、遇事
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特点和优势。能听
意见、敢听意见特别是勇于接受批评、改进
工作，是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发展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要把民主集中制的优势运
用好，发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
统，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促进不同思想观
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做到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遵循规则、有序协
商而不各说各话，体谅包容、真诚协商而不
偏激偏执，形成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
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要
完善制度机制，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
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对协商的参加范
围、讨论原则、基本程序、交流方式等作出
规定。

习近平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
要继续前进，就必须增进全国各族人民的

大团结，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人民政协要通过有效工作，努力成为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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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确
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一致性是共
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多样性是利益多
元、思想多样的反映，要在尊重多样性中寻
求一致性，不要搞成“清一色”。要把强化
思想政治引领同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结合
起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推动各党派团
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实现思想上的共同进
步。人民政协要广泛联系和动员各界群
众，鼓励和支持委员深入基层、深入界别群
众，及时反映群众意见和建议，深入宣传党
和国家方针政策。

习近平强调，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实
行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
的作用，对各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
协发表意见、提出建议作出机制性安排。
要健全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络机制。
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要
引导港澳委员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

长官依法施政，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
量。要拓展同台湾岛内有关党派团体、社
会组织、各界人士的交流交往，助推深化海
峡两岸融合发展。要吸收侨胞代表参加政
协活动。要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政协委员作为各党派团
体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由各方面郑重协
商产生，代表各界群众参与国是、履行职
责。这是荣誉，更是责任。广大政协委员
要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把事
业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认真履行
委员职责，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认识能
力，全面增强履职本领。要积极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锤炼道德品行，严格廉
洁自律，以模范行动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
的风采。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要把人民政协
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为政协组织开展
工作创造有利条件，选优配强政协领导班
子。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参加政协重
要活动，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政协党
组要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人
民政协得到贯彻落实。要加强政协系统党
的建设。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
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

9月20日，在第三届中国
西部国际博览会进出口商品
展暨中国西部（四川）国际投
资大会开幕式上，四川与国内
外投资者签订一揽子合作项
目。经过前期对接洽谈，本次
活动项目签约成果丰硕，共签
订投资合作项目489个，投资
总额约6166亿元。其中，国内
省外投资项目454个，投资金
额5548.89亿元，约占签约总
额的89.99%；国（境）外投资项
目 35个，投资金额 617.36 亿
元，约占签约总额的10.01%。

从产业结构分析看，一产
业项目52个，投资金额134.34
亿元；二产业项目280个，投资
金额2978.21亿元；三产业项
目157个，投资金额3053.7亿
元。

从项目投资规模看，5亿
元以下项目231个，投资金额
351.2亿元；5亿—10亿元项目
86个，投资金额497.99亿元；
10亿—30亿元项目102个，投
资金额1463.06亿元；30亿—
50亿元项目38个，投资金额
1241.7亿元；50亿—100亿元
项目 24个，投资金额 1461.3
亿元；100亿元以上项目8个，
投资金额1151亿元。

从产业类别看，五大支柱
产业项目 206 个，投资金额
2400.1亿元，约占签约总额的
38.92%。其中，电子信息项目
38个，投资金额382.3亿元；装
备制造项目57个，投资金额
717.13亿元；食品饮料项目46
个，投资金额330.66亿元；先
进材料项目32个，投资金额
318.86亿元；能源化工项目33
个，投资金额651.15亿元。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张守帅
唐泽文）9月20日上午，以“开放创新·合作
共赢”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
会进出口商品展暨中国西部（四川）国际投
资大会在成都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
委员长陈昌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彭清华，中国侨
联顾问、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乔卫，
国际商会世界商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国
际商会秘书长于健龙分别致辞。省委副书
记、省长尹力主持开幕式。省委副书记邓
小刚出席。

彭清华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
莅临展会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
来关心支持四川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感
谢。他说，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国际化分工和生产力布局更加专业，
资本、技术、人才等高端要素流动日益频繁，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拥抱创新、
扩大开放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等诸多挑战，习近平主
席站在推动全球深度融合、长远发展的战
略高度，响亮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闭，只会越开越大”，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
走合作共赢之路，与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
创美好未来，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
和支持，也为我们在新时代推动对外开放
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四川是“一带一路”
建设和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战略交汇点
和核心腹地。这些年，我们坚定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
指示特别是关于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走在西部全面开发开放前列的指示要求，
大力实施全面开放合作战略，全面对接全
球产业链价值链，坚定推动开放大通道建
设，加快集聚各类创新资源要素，大力打造
对外开放合作平台，四川已成为中国西部
地区极具生机活力的发展热土。

彭清华指出，当前，四川发展已经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正处于转型发展、创新发
展、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朝着决胜全面小
康、建设经济强省的目标奋力前行，蕴含着
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商机。我们愿与大家分
享产业转型升级机遇，紧紧围绕“5+1”现
代产业体系、农业“10+3”产业体系、服务
业产业体系，加大先进设备技术引进力度，
落实一批高端合作项目。愿与大家携手创
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在信息技术、
先进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共建一批高水
平研发中心和创新基地。愿与大家共同推
动自贸试验区建设，务实推进中德、中法、
中意、中韩、新川等国别合作园区和中国-

欧洲中心建设，提升中欧班列（成都）运营
效率，不断提高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愿
与大家共享四川消费大市场，积极拓展汽
车、电子产品、农产品等领域进出口贸易，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
合服务，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乔卫代表中国侨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
祝贺。他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在这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广大华
侨华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成
为推动四川对外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的一
支重要力量。近年来，四川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和支持侨联事业发展，积极为海内
外企业来川投资兴业搭建平台、创造条件，
提供了优质软硬环境。中国侨联将立足自
身优势，鼓励和引导更多侨商带着资金、技
术来川投资发展，参与自贸区、境外产业园
区和跨境电商服务平台等建设，共同培育打
造特色优势产业，当好巴蜀文化的传承者、
传播者和中外文明交流交融的推动者，助力
四川加快形成“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立体全
面开放新态势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于健龙在致辞中指出，中国西部地区
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连接东西、
沟通欧亚不可或缺的重要区域。随着“一
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深
入实施，西部地区已广泛而紧密地融入世
界，实现了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的历史
性转变。作为大会东道主的四川省，素有

“天府之国”的美誉，是一方富有创新活力
的发展热土，是一片绽放希望之花的开放
前沿。中国国际商会将全力支持四川和西

部地区优秀企业参与全球对外贸易，继续
发挥渠道优势、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利用
多边平台为中国企业发声，为中国企业参
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创造更多
有利条件、提供更多有力支持。

开幕式上，副省长李云泽推介投资合
作机遇和重点合作领域。浙江吉利控股集
团董事长李书福、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马
晓利作大会发言。50个经济合作项目进
行了集中签约，涉及电子信息、装备制造、
食品饮料、先进材料、能源化工和数字经济
等多个领域。

签约仪式结束后，陈昌智宣布：第三届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进出口商品展暨中国
西部（四川）国际投资大会开幕。

陈昌智、彭清华、尹力、邓小刚等还前
往成都西博城，参观产业合作、全域合作、
商品贸易等展区，听取参展情况介绍，了解
展会组织、特色展品、商贸洽谈、品牌营销
和项目签约等情况。

泰国呵叻府副府尹碧雅婵·英沙旺，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马学
军，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祝列克，西藏自治区
政府副主席孟晓林、政协副主席阿旺，重庆
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波，四川省领导范锐平、
王铭晖、黄新初、陈文华、陈放，55个国家
（地区）政府代表团代表、19家驻华使（领）
馆官员，国家有关部委（单位）、22个省
（区、市）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代表团
代表，国际组织、境内外知名企业、商协会
负责人、展商代表，省内各市州、省直有关
部门负责人等共约900人参加开幕式。

签约项目
总额超6000亿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尚智

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应约同沙特阿拉伯王
国国王萨勒曼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方赞赏沙特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在攸关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给予的宝贵支持，中方同样坚定支持沙方为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稳定所作的努力。中方从战
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沙特的关系。

萨勒曼表示，沙中关系牢固良好，沙方坚定
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在关乎中方核心利益的

问题上继续给予中国坚定支持，期待两国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萨勒曼通报了近日沙特石油设施遭遇袭击
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中方对沙特石油设施
遭遇袭击予以谴责，这一事件给海湾地区局势
和国际能源市场带来冲击。希望事件得到全
面、客观、公正调查，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
致地区局势紧张升级的行动，共同维护地区和
平稳定。 据新华社

习近平应约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

开放创新 合作共赢
第三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进出口商品展
暨中国西部（四川）国际投资大会开幕

陈昌智宣布开幕 彭清华乔卫于健龙致辞 尹力主持 邓小刚出席

成都市正通过加密南向班列开
行线路、深化区域合作、加强与中欧
班列衔接等举措，加快融入西部陆海
新通道。

成都国际铁路班列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泽军在20日举行的2019中
国西部国际口岸物流开放发展大会
上介绍了上述情况。

“我们将形成‘一主两辅’的陆海
大通道，全面推进蓉桂新、蓉桂港‘蓉
欧+’东盟铁海联运班列及跨洲陆路
班列建设。”陈泽军说，除了以成都经
广西钦州联通东南亚的东盟班列为
主线外，成都还同时开行了经广西凭
祥全程铁路出境至越南、经广州港铁
海联运至南美的线路，将多式联运产
品融入陆海新通道。

截至目前，成都开行的国际班列
已有境外节点城市26个、国内沿海
沿边城市14个，同时辐射省内周边，
构建起了国际、国内两张物流网。

据新华社

成都加密南向班列
加快融入陆海新通道

9月20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彭清华等领导到成都西博城，参观第三届中国西部
国际博览会进出口商品展展区。 四川日报记者 欧阳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