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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二 / 国内新闻 /

新华社北京 6 月 20 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
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和加强党对政治协商工作的领导，提
高政治协商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
平，是做好政治协商工作的基本遵循。
制定《条例》，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
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
对《条例》实施的组织领导，准确把握政
治协商的定位，通过党领导下的政治协
商工作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确保政
治协商正确的政治方向，提升政治协商
效能，把党中央关于政治协商工作的方
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通过政治协商求同存
异、聚同化异，在根本问题、重大问题上
统一认识，把各方面力量紧密团结在党
的周围，推动形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
大合力。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条例》中
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条例》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
（2022 年 5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审议批准 2022 年 6 月 13 日中共中
央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党对政治协商工
作的领导，提高政治协商工作的科学化
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坚持和完善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根据《中国共
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政治协商，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同各
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围绕党和国家
大政方针、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以及
其他重要事项开展的协商。

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凝
聚智慧、增进共识、促进科学民主决策的
重要途径。

第三条 政治协商的基本方式是：
（一）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

派人士直接开展的协商，简称政党协商；
（二）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

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开展的协商，简
称人民政协政治协商。

第四条 政治协商工作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贯彻落实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大团
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
通过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工作的制度体
系和工作机制，提升政治协商效能，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

第五条 政治协商工作应当遵循以
下原则：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二）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三）坚持发扬民主、坦诚协商；

（四）坚持政治引领、凝聚共识。

第二章 组织领导和职责

第六条 党中央对政治协商工作实
行集中统一领导，统一制定政治协商工
作大政方针，研究决定事关政治协商工
作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事项，保证政
治协商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党中央组织开展中央层面的政党协
商，领导和支持全国政协依照《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有关规定做好政
治协商工作。

第七条 地方党委在政治协商工作
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政治协商
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以及上级党
委工作要求，指导下级党组织做好政治
协商有关工作；

（二）把政治协商工作纳入党委重要
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政治协商工作
中的重要问题；

（三）按照规定与同级民主党派组
织、无党派人士开展政党协商，领导和支
持本级政协做好政治协商工作；

（四）支持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提高
政治协商能力，更好履行职责、发挥作用。

第八条 党委统战部在政治协商工
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政治协商
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以及上级党
委、同级党委工作要求；

（二）受党委委托，组织开展政党协
商，向党委请示报告政党协商工作并提
出意见建议；

（三）完成党委交办的政治协商其他
有关工作。

第九条 政协党组在人民政协政治
协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政治协商
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以及上级党
委、同级党委工作要求，依规依章程组织
开展人民政协政治协商工作；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重大
事项请示报告制度，重要协商活动报经党
委批准，执行落实情况及时向党委报告；

（三）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引导
委员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认真履行协商职责，切实提高协商能
力，发挥党员委员在政治协商中的政治
引领作用；

（四）完成党委交办的人民政协政治
协商其他有关工作。

第三章 政治协商对象和内容

第十条 政党协商的对象是：
（一）民主党派；
（二）无党派人士。
工商联应邀参加政党协商。
第十一条 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对

象是参加政协的各有关方面，包括：
（一）民主党派；
（二）无党派人士；
（三）人民团体；
（四）其他各界代表人士。
第十二条 政党协商主要内容是：

（一）中国共产党全国和地方各级代
表大会、党中央以及地方党委有关重要
文件的制定、修改；

（二）宪法的修改建议，有关重要法
律的制定、修改建议，有关重要地方性法
规的制定、修改建议；

（三）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
关重大问题；

（四）换届时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
领导班子成员和监察委员会主任、法院
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建议人选；

（五）关系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重
大问题。

第十三条 人民政协政治协商主要
内容是：

（一）列入政协全体会议议程的重要
事项；

（二）国家方针政策和地方重要举
措，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重要问题；

（三）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问题。

第四章 政治协商活动筹备

第十四条 各级党委加强对政治协
商活动的研究部署，统筹安排政党协商
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增强协商活动计
划性，提高协商议题针对性，支持各方面
做好协商准备。

第十五条 政党协商年度计划由党
委办公厅（室）会同党委统战部在听取有
关部门、民主党派组织、无党派人士意见
建议的基础上研究提出，经党委常委会会
议审议通过后，通报同级民主党派组织。

第十六条 根据政党协商年度计
划，同级民主党派组织、无党派人士就经
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开展年度重点考察
调研，由党委统战部组织实施并做好统
筹协调；支持民主党派组织、无党派人士
结合自身特色以及政党协商年度计划内
容开展经常性考察调研，形成调研成果，
为协商活动提供参考。

第十七条 党委办公厅（室）会同党
委统战部，根据政党协商年度计划制定
具体工作方案。党委统战部会同有关部
门提前组织民主党派组织负责同志、无
党派代表人士阅读文件，通报有关情况。

第十八条 政协党组就人民政协政
治协商议题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后，提出
年度协商议题安排，形成年度协商计划
草案，报党委常委会会议确定，并按照程
序审议通过后实施。

第十九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支持政
协围绕协商议题开展调研。根据工作需
要，可以安排有关党政机关在政协考察
调研时介绍情况，与委员交换意见，共同
进行研究。重要调研成果报党委以及有
关部门。

第二十条 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活动
具体工作方案应当根据批准的年度协商
计划制定。议题涉及的有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措施等书面材料可以视情提前印
发，供参加协商的各方参阅。

第五章 政治协商活动开展

第二十一条 各级党委应当按照形
式与内容相匹配的要求，合理运用协商
形式，保证协商活动有序开展。

在政治协商活动中，应当鼓励和支持
参加协商的各方讲真话、建诤言，加强互
动交流，营造宽松民主和谐的协商氛围。

第二十二条 各级党委主要通过以
下形式开展政党协商：

（一）会议协商。党委负责同志主持
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人事协商座谈会、
调研协商座谈会和其他协商座谈会，听
取同级民主党派组织、无党派代表人士
的意见建议。

（二）约谈协商。党委负责同志可以
根据需要，不定期邀请同级民主党派组
织负责同志、无党派代表人士就共同关
心的问题当面沟通情况、交换意见，或者
应同级民主党派组织主要负责同志约
请，个别听取意见。

（三）书面协商。党委可以就有关重
要文件、重要事项书面征求同级民主党
派组织、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建议，民主党
派组织、无党派人士以书面形式反馈协

商意见。支持民主党派组织及其负责同
志以书面形式直接向同级党委反映情
况、提出意见建议。

第二十三条 各级党委支持政协主
要通过以下形式开展人民政协政治协商：

（一）全体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同
志等应邀出席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同委
员共商国是；地方党委负责同志等应邀
出席地方政协全体会议，参加讨论，听取
意见建议。

（二）专题议政性常务委员会会议。
党委和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应邀出席有关
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作报告，听取意见并
根据需要进行互动交流。

（三）专题协商会。党委和政府有关
负责同志应邀出席专题协商会并发表意
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情况，开展互
动交流。

（四）协商座谈会。根据情况采取相
应的协商形式，由政协主席或者副主席、
专门委员会负责同志主持。与议题有关
的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到会介绍情况、听
取并交流意见。

第六章 政治协商成果运用和反馈

第二十四条 各级党委应当重视协
商意见研究办理，可以结合实际建立健
全政治协商成果运用和反馈制度，重要
协商成果可以作为决策参考。

第二十五条 党委办公厅（室）会同
党委统战部梳理汇总政党协商意见，视
情交付有关部门研究办理，办理情况按
照规定反馈同级民主党派组织、无党派
代表人士。

第二十六条 政协党组按照规定梳
理形成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活动成果，重
要协商活动成果报送党委。党委和政府
负责同志对有关部门落实协商成果有明
确要求的，党委和政府办公厅（室）应当
加强督促检查，并将落实情况抄送同级
政协办公厅（室）。

第七章 政治协商保障机制

第二十七条 各级党委应当结合实
际完善政治协商工作机制，支持和推动有
关单位和部门参与政治协商有关工作。

完善党委、政府、监察委员会、法院、
检察院与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人士的
工作联系机制，为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
表人士知情明政创造条件。

党委有关部门，有关政府部门、人民
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党组（党委）为本单
位本部门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
和政协委员参加政治协商创造有利条
件，提供必要保障。

第二十八条 党委负责同志开展考
察调研，根据工作需要，可以邀请同级民
主党派组织负责同志、无党派代表人士
参加。

监察委员会，法院、检察院和有关政
府部门党组（党委）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向
同级民主党派组织、无党派人士介绍有
关情况，视情邀请同级民主党派组织、无
党派人士列席有关工作会议、参加专项
调研和检查督导等。

第二十九条 支持各民主党派、无
党派人士在政协参与国家方针政策和地
方重要举措的讨论协商，对各民主党派
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提出建
议等作出机制性安排。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条例由中央统战部负
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
2003 年 7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

良渚遗址调研。在当地博物馆一个小会议室里，
他观看了良渚文化保护纪录片，听取情况汇报。

良渚，意为“美丽的水中之洲”。在五千多年
前，这里曾经有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市，成就了灿烂
的文明。

新世纪之初，良渚遗址正处于保护与发展的
矛盾中——

遗址区分布着 30 余家石矿，噪音大、粉尘
浓。当地群众说，家中桌椅半天不擦即可写字作
画，考古学家痛心疾首地批评这一地区“炮声隆隆
如战场”。

习近平斩钉截铁地说：“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
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
们必须把它保护好！”

“习近平同志态度非常坚决。”良渚遗址发现
者、考古学家施昕更的后人施时英对当时的场景
记忆犹新。

很快，这片“圣地”从“炮声”中回归宁静，青山
还绿，遗址重生。

“从那时起，我们对良渚遗址的保护力度进一
步加大。”时任杭州余杭区委书记何关新说，良渚
遗址保护形成了立法、规划、建设、环境整治等全
方位展开的工作格局。

考古，在稳定的工作环境下不断迎来新的高
潮。

2007 年，格局完整、规模宏大的良渚古城重
现人间；2009 年至 2015 年，由 11 条水坝组成、控
制范围 100 平方千米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显
露真容⋯⋯

2016 年，四位考古学家致信习近平总书记，
希望促成良渚遗址早日申遗。习近平总书记专门
作出重要指示：“要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护，有
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
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

2019 年 7 月，在里海之滨的阿塞拜疆巴库，
第 43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
一锤定音——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

在会议现场欢庆的人群中，时任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感慨万千：“总书记的关怀让
良渚遗址焕发光彩。申遗成功，意味着我们今后
的责任与使命更加重大。良渚考古一定要向更深
更广的范围拓展，以更加扎实的工作回报总书记
的关怀。”

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南侧约 2 公里处，不久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
工作站站长陈明辉和同事们发掘了北村遗址，相关的发现有助于解答“建城之前
良渚人来自何方”等问题。

“探寻文明起源，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课题。”陈明辉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
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这是我们考古工作者努力和奋
斗的方向。” （新华社北京 6 月 20 日电）

﹃
要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护

﹄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徐壮

冯源

习近平的文化情怀

■上接第 1 版
面对层出不穷的传统和非传统安

全威胁，习近平主席不久前提出全球
安全倡议，呼吁世界各国走出一条对
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
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为消弭国际冲
突根源、实现世界长治久安提供了新
方向。

全球安全倡议的背后，是底蕴深厚
的中国“和合”文化。全球安全倡议包
含能够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整体思维、
和合思想、辩证法则，彰显出中国人善
于维护和平的优秀传统智慧底蕴。“全
球安全倡议将使世界更加稳定”“世界
要想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新安全
治理体系，就应该按照全球安全倡议开
展行动”，全球安全倡议赢得国际社会
广泛共鸣。

乌克兰危机牵动世界，中方始终站
在和平一边，立足是非曲直，恪守客观
公正，先后提出五点立场和缓解人道主
义危机的六点倡议，为化解危机、缓和
局势贡献中国智慧，得到国际社会尤其
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度肯定。

从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
主张、促进中东和平稳定五点倡议，到
积极推动伊核全面协议恢复履约谈判，
面对层出不穷的热点问题，中国坚定站
在和平对话一边、站在公道正义一边，
为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持续注入宝贵
的“和力量”。

中国方案，体现对话协商的相处之
道。

“世界问题多得很、大得很，全球性
挑战日益上升，应该也只能通过对话合
作解决。”2020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
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纪念峰会上呼吁国
际上的事“大家商量着办”。这一多边
主义的中国表达，诠释着国际关系民主
化的真谛，蕴含着中国对推动国际治理
体系变革的深刻思考。

面对国际上霸权主义、单边主义
逆流横行，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前途
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要践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针对“一国独霸”“几方
共治”等错误倾向，习近平主席指出，

“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而不
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更
不能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合则用，
不合则弃”；面对国际竞争摩擦上升，
国际信任与合作遭受侵蚀，习近平主
席 呼 吁，各 国“ 要 把 互 尊 互 信 挺 在 前
头，把对话协商利用起来，坚持求同存
异、聚同化异”。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始终坚持对话
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努力扩大利
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非盟委员
会前副主席姆文查说，习近平主席关于
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
主张，赢得国际社会广泛支持。

命运与共 书写文明新篇

近期，一部名为《窗外是蓝星》的
“太空电影”刷屏了。神舟十三号航天
员以宇宙视角拍摄下他们眼中这颗壮
美的蓝色星球，人类共同而唯一的家
园。

航天员的视角，可以给人类深远的
启发：在茫茫宇宙中，人类有缘相聚在
这颗蓝色的星球，没有理由不风雨同
舟，携手同行，共同创造幸福和谐的人
类文明。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
层。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全球治理观，开
启命运与共的“全人类视角”，为变乱交
织的世界凝聚共同前行的精神合力。

引领抗疫国际合作方向，与世界
分享抗疫技术与经验，推动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挑战，推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与世
界分享减贫经验，支持和帮助广大发
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
困 ⋯⋯“ 四 海 之 内 皆 兄 弟 ”的 天 下 情
怀，体现在中国担当国际道义的一桩
桩切实行动中。

委内瑞拉新兴经济体发展高等研
究中心学术研究主任路易斯·德尔加罗
说，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环顾世界，一些人试图以“文明冲
突论”“种族优越论”“制度对抗论”等制
造偏见仇恨，挑动意识形态对抗，加剧
世界面临的分裂对立风险。

“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
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
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
话、和谐共生。”温暖的话语，彰显中国
领导人开阔的文明视野和为世界谋大
同的天下情怀。

五千年深厚文化积淀，塑造了中华
文明兼容并蓄的开放胸襟，凝聚起讲仁
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
大同的精神内核，孕育出中国文明深厚
的“共同体”意识。

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观体现的是
一种超越对抗的新价值观和新方法论，
将世界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
治理路径设计，是超越国家、民族、文
化、意识形态界限，秉持全人类共同价
值的宏大实践。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中国提供
了一种“新的可能”，开辟了一条合作共
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这是
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是改变世界的
伟大创造”。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深刻诠释了
合作、和平与发展的真谛，反映了世界
人民的普遍诉求。”巴基斯坦总统阿尔
维说：“正如习近平主席向我们传达的，
人类应有更好的合作、更深入的相互理
解和更广泛的和平。”

延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明
传承，持守“协和万邦”、“和实生物”的
精神追求，从历史的风高浪急中闯出，
向着未来的碧海长天驶去。中国将继
续胸怀天下、笃行担当，同世界上一切
进步力量一道，汇聚和平发展的磅礴力
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参 与 记 者 陈 杉 魏 梦 佳 丁
静 闫洁 刘锴）

（新华社北京 6 月 20 日电）

胸怀天下谋大同

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20 日 电 记 者
20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当日国家防总
工作组赴广西、广东检查指导珠江流域
防汛抗洪工作。

据 介 绍 ，受 近 期 降 雨 影 响 ，珠 江
流 域 西 江 出 现 今 年第 4 号洪水，北江
出现今年第 2 号洪水，珠江流域再次

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气象预报，
6 月 20 日至 21 日珠江流域仍有强降
雨过程，给江河洪水防御、山洪地质灾
害防范、水库塘坝安全度汛、城市内涝
应对带来压力，珠江流域防汛形势复
杂严峻。

应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指请求，在

前期已调拨救灾物资的基础上，6 月 19
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再次紧急调运
冲锋舟、橡皮艇等救生器材 180 台，以
及大流量应急排水泵、移动泵站和照
明装备 119 台套，支持广西开展抗洪抢
险工作。

国家防总工作组赴广西、广东检查指导珠江流域防汛抗洪工作

新华社北京 6 月 20 日
电 （记者 成欣）中国国际
发展知识中心 20 日以线上
线下结合方式发布《全球发
展报告》。报告就构建全球
发展共同体提出政策建议，
是中方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
一项重要举措，将为各国发
展提供有益借鉴，为全球发
展事业提供智力支持。

据 了 解 ，《全 球 发 展 报
告》旨在全面分析国际社会
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取得的进展、面临
的挑战，以及当前全球发展
所处的时代背景，基于对全
球发展倡议的核心理念、基
本原则、实施路径和早期收
获的研究，就构建全球发展
共同体提出政策建议。

在当日举行的报告发布
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
组书记马建堂表示，《全球发
展报告》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
倡议以来的首份综合研究报
告，体现了中国对交流分享各
国发展理念和经验，促进互学
互鉴、助力全球实现共同可持
续发展的高度重视。

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
调员常启德表示，全球发展
倡议关注全球最脆弱的群体，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倡议，同联合国推动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谋而合，将为全球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联合国驻华系统会
全力支持中国，共同促进全球发展倡议
为全球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全球发展报告》由中国国际发展知识
中心撰写。当日，共有近20个国家驻华使
节和高级外交官，联合国发展机构和国际
组织代表，以及中外智库和企业代表与会。

《全球发展报告

》
：为全球发展事业提供智力支持

6 月 20 日，在湖南省资兴市唐洞街道香花村，农民在荷田里施肥。夏至将至，湖南
省资兴市唐洞街道香花村农民抢抓农时，忙着在荷田里开展施肥等夏管作业，田间地头
一派忙碌景象。 新华社发

夏至荷田农事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