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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隽琪 （民进）
林文漪 （台盟）
陈昌智 （民建）
张宝文 （民盟）

韩启德 （九三学社）

万鄂湘 （民革）
万钢 （致公党）

陈竺 （农工党）

完成换届 特色多多

8个民主党派新班子海归占半
本报记者

叶晓楠

!" 月 "! 日，冬至，头天晚上的一场降雪把北京装扮得晶莹洁白。
这天，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闭幕，至此，从 !! 月 #$ 日开始，"$ 多天的时间里，民革、民盟、民
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等中国 % 个民主党派先后完成了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议程，选举产生了由各自党
派的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总人数为 %& 人，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
分析发现，新一届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正呈现出年轻化、知识层次更高的特点，许多人拥有海归背景，还有多人正在或曾经
在政府部门任实职。换届业已完成，在未来的 & 年乃至更长时间里，他们将领导各自党派成员，加强思想建设，传承优良传统，
巩固政治共识。不论是新当选的，还是连任的，"$!" 年的年末，他们的新一轮航程从这里起航。

领导班子更年轻
从总体上看，“新老交替”、“凝聚共识”是
本次各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的核心内容。
在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新当选的主席、副
主席年龄结构进一步优化，各民主党派网站公布
的资料显示， !" 名中央主席和副 主席 中 ，“ %'
后”有 #( 人，“ "' 后”有 "$ 人，“ (' 后”有
#& 人，其中，中央主席中最年轻的是出生于 #)"(
年的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年仅 "( 岁。而在副主
席中，“ "' 后”人数最多，还出现了 #& 名“ ('
后”，其中，最年轻的是出生于 #)(" 年的九三学
社中央副主席卢柯，年仅 %$ 岁。
“当选的主席出现一个规律性变化，年龄最大
的不超过 (! 岁，这种年龄结构反映了民主党派自
身建设 的科 学化 、 制度 化、 规 范化 程 度 都 在 提

高。”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山东大学政
党研究所所长王韶兴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这样
分析说。
王韶兴认为，实现年龄结构的优化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这反映了民主党派中央领导层的一
种自觉意识和使命意识。
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袁廷华看来，随着
国内国际形势发展，民主党派成员的数量和结构都
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
代逐渐成为民主党派的主力军，他们思想活跃、有
热情、有活力，知识层次大大提高，但如何进一步坚
定思想政治基础、沿着老一辈开创的道路走下去，
成为摆在各民主党派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历
次民主党派换届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

学历高 海归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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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荟萃、智力密集是中国民主党派的优势，
他们中聚集了大量高、中级知识分子，具有十分丰
富的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特别是近年来，学历层
次提高的特征更是明显。
这一特点，在新一届的民主党派领导班子中同
样得到了体现：!" 人中，有 ## 人是院士，有 "$ 人
拥有博士学历，所有人都有大学以上学历，许多专
家型领导进入了民主党派的领导班子。
此外，海归者众是记者整理资料时的另一感
受。
据不完全统计，!" 人中，曾经留学国外或在
国外做过访问学者的，有 %& 人。这些海归中，留
学美国、日本、德国、英国者居多，当然也有人
在多个国家都有留学和做访问学者的经历。他们
中，既有基础领域的研究人才，也有机械学、材
料学等工学领域的研究人才，广泛的学科背景、
一定时期的国外学习、生活乃至工作的背景，使

他们为什么都谈责任重大？
本报记者
采访完刚获连任的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后，记
者心里有些不舍：这是 &' 多天来持续进行的各民
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中的最后一场主席专访，我和
同事一起，完成了对 ! 位主席的紧锣密鼓的采访，
而我一个人采访了其中的 $ 位。
采访中，记者印象最深的是，几乎所有人发表
当选感言时，都表达了“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等
类似感受，并且通过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纷纷阐
述了他们对“责任重大”的理解和认识。
那么，为什么各民主党派中央主席都说“责任
重大”呢？综合采访情况，记者理解有三个原因：
首先，在探索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叶晓楠
艰辛历程中，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患难与共，
戮力同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同中国共
产党和衷共济、风雨同舟，是中国民主党派必然的
历史选择，也是民主党派 老一辈领导人的 政治交
代，这一优秀历史和优良传统，是民主党派的宝贵
财富，如何加以继承好，如何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
点加强参政党的思想建设，使命光荣。
其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的
发展正在越来越好，并且大有可为。一直以来，作为
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健全和完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为各民主党派发挥作用提供了保障。
中共十八大又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他们更加了解世界的前沿技术发展，对于民主党
派建设高素质参政党队伍，对于拓展民主党派参
政议政中的全球化视野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王韶兴说，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
中，越来越需要学者型、专业化人才，这些民主
党派主席和副主席们大多具有丰富的人生经历，
学历高和有国外研修、考察经历又使他们具有良
好的知识素养和国际视野，这些机遇和条件有利
于推动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
而近年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丰硕成果也表
明，当离开单纯的学术研究领域，这些高学历的民
主党派知识分子步入政坛时，同样可以自展所长，
为国家做出更多贡献，比如近年来，各民主党派结
合各自特色界别领域，针对文化、教育、科研、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
“三农”问题等各领域都提出了一大
批有影响力的建议和提案，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
视，有的还被吸取到了近年来出台的一些政策中。

这些都表明，执政党越来越重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
用，民主党派履行职能的舞台也越来越广阔。舞台大
了，天地宽了，如何发挥好党派的整体优势，把报国
之情、为民之志化为贡献智慧和力量，责任重大。
第三 ，当 前，中 国正 站在一 个新的历史 起点
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共同理想，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离不开全体中国人民的齐心奋斗，也离不开各民主
党派的团结合作。这既为民主党派展示自身价值提
供了难得机遇和良好条件，但同时也对他们履行职
能和加强自身建设提出了新任务和更高要求。如何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履行职能，如何加强自身建
设、开拓社会服务新领域新途径，如何建设一个高
素质的参政党，当然是众位主席们迫切考虑的事。
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机遇期，怪不得所有民主党
派中央主席都说“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而更
令人鼓舞的是，他们不仅这样说，还都提出了各自
的工作构想，相信各民主党派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
将不辱使命，再立新功。

主席中两人任政府部长
&''$ 年，当时任科技部部长万钢当选为致公党中央主席
时，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人物，因为他是改革开放以来首
位民主党派人士担任的正部长。
如今，在本次选举中，万钢连任致公党中央主席。另外一
位非中共人士的正部长——
—卫生部长陈竺，当选为以医药卫生
界、环境保护和人口资源领域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农工党的
中央主席，这样，在国务院系统，已有两位民主党派中央主席
担任正部长。
除万钢和陈竺外，新任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同时还任最
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新任民盟中央主席张宝文，曾任农业部副
部长……据初步统计，这 !" 人中，多数人正在或是曾在政府
部门和司法机关任过实职。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万钢表示，“很多民主党派人士像我
一样，在从事国家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亲身体验着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我始终觉得，无论当哪个职务，都必
须对自己岗位所赋予的权力怀有一种敬畏，应该觉得自己责任
重大，行使权力时必须要考虑到自己的责任。”
事实上，在本月的各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中，各自党派成员在政府和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情况被广
泛提及。如果从更大范围来看，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各级党
委不断加大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人大、政协、政府及司
法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力度。截至 !"#! 年 $ 月，全国有 %&
个省 （区、市） 政府配备了非中共副省长 （副主席、副市长），
#$ 个副省级城市配备了非中共副市长 #' 名，近 (&) 的市县两
级政府配备了非中共副职。
王韶兴指出，中共正在兑现“更多领导职务”的承诺，而
实职、正职能不能胜任，对民主党派将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要
胜任政府实职，民主党派自身的梯队建设就被推上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

关注高素质参政党建设
在主席们的当选致辞或是答记者问中，纷纷提到了高素质
参政党建设的话题。
“要把握好‘内部整合’、‘外部结合’，以集成所有具有
优势的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形成有机整体，
达到‘双赢’和‘共赢’，建设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参政
党。”
“要强化组织建设，大力加强参政能力建设，进一步做好
新形势下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社会服务工作。努力建设高
素质、有作为的参政党。”
……
万鄂湘对记者表示，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制度，这表明，执政党越来越重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民主党派履行职能的舞台也越来越广阔。
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也表示，今天的时代面临着改革开放
的新形势、新挑战，政治协商的内容更深入、更广泛，依然需
要坚持和发扬民进“立会为公”的优良传统，需要建设学习型
参政党，让历史来检验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
分析认为，参政党建设是一个不断前行的历史过程。不同
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都有其具体的内容和要求。新形势
下，如何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培养高素质
代表人士队伍和增强基层组织活力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健
全和完善各项工作机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等众多方面，都是
加强参政党建设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