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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70年的实践证明，人民政协制度具有多方面

的独特优势。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民主是什

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

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

实现民主政治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不能拘泥于

刻板的模式。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式民主在中国

行得通、很管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把人民政

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增强开

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责任担当，把更多的人团结在

党的周围。

同志们、朋友们！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越是接近目
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发挥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制度优势，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形成
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
合力。

在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总体
要求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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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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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习近平在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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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讲话（2019年9月20日）

中国式民主在中国行得通、很管用

11月6日，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卡尔梅
洛·阿贝拉第一次见到王运丹，就像见了老朋友。

阿贝拉是马耳他外交与贸易促进部部长。马耳他曾
长期有件烦心事。这里电价贵，在欧盟中排前三，并且
经常停电。

现在不一样了。马耳他电价下降了25%，进入欧盟低
电价梯队，也很少停电了。这些改变是因为一家中国企
业——国家电投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
海电力”）。王运丹是上海电力的董事长，正是在他的力
推下，上海电力走进了马耳他。

阿贝拉与王运丹谈了很久。阿贝拉说：“马耳他始终受
益于与中国合作的一系列项目。去年，马中签署了‘一带一
路’协议，协议为马中双边关系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框架。”

很多家庭装空调了

电价下降，给马耳他带来了什么？
印刷店老板安托尼·扎密特向记者表示：“电费大概

占印刷店总成本的 5%。所以，电价下降 25%对我们的影
响非常直观。”现在，马耳他很多家庭开始装空调了。

马耳他电价下降了，工商业成本跟着下降，国家主权
信用评级被上调至“A+”。

曾经，停电一直困扰着当地民众。
维克多是一家餐馆的老板，他说：“马耳他夏天非常

炎热，店里必须开空调，但过去经常停电，我没办法为
顾客提供最好的服务。”

那时，马耳他供电主要依靠海底电缆，技术故障频
发。2014 年，马耳他用户平均每年停电 9.69 小时。到了
2018年，平均停电时间下降到0.47小时。

电厂不再冒黑烟了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上海电力将目光投
向了马耳他。2014年11月，上海电力（马耳他）控股有限公
司（简称“上海电力马耳他公司”）在马耳他注册成立。紧

接着，2014年12月，上海电力马耳他公司分别以33.3%股权
和90%股权入股马耳他能源公司和D3发电有限公司。

马耳他能源公司曾连年亏损。上海电力马耳他公司
参与公司日常经营后，第一年便实现了扭亏为盈。

马萨施洛克是个美丽的渔村。德利马拉电站矗立在
马萨施洛克海滨，带给海滨的是滚滚黑烟，电厂附近种
植的柠檬上都落有斑斑黑点。电站内的 D3电厂有 8台燃
烧重油的机组。上海电力入股后，着手改造D3电厂。

2016 年，塞尔维亚人史蒂沃应聘到上海电力马耳他
公司。他进入公司时，D3电厂正在将重油机组改造成燃

烧天然气和轻油的双燃料机组。
“一带一路”是共赢之路。对于马耳他项目，王运丹

说得很实在：“别人开心，我们也开心。”截至目前，上
海电力资产总额超过1000亿元，海外资产总额超过90亿
元，控股装机容量规模超过 1500万千瓦，清洁能源占比
超过45%。

马耳他也“出海”了

如今，史蒂沃已定居马耳他，结婚生子。他希望家

乡塞尔维亚的燃煤电厂也能转型升级。或许，史蒂沃的
愿望很快就能实现。

上海电力马耳他公司正积极在欧洲大陆开发风电、
光伏等新能源项目。

在黑山共和国港口城市巴尔的莫祖拉山山脊上，23
台中国制造的2.0兆瓦低风速智能风机迎风飞转，蔚为壮
观。这是总装机容量 46 兆瓦的莫祖拉风电站。再过 4 天
——11月18日，莫祖拉风电项目将完工。

这一次，马耳他也“出海”了。莫祖拉风电站是由
上海电力马耳他公司与马耳他政府携手在第三方市场共
建的新能源建设项目。

“这是马耳他进军欧洲能源市场的首个风电项目。”
马耳他能源与水利管理部部长乔·米兹认为，这是一个重
要里程碑。

中国经验更受认可了

“我们将管理、技术也带到了海外。”王运丹说，
海内外公司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就连员工饭卡都是一
样的。

在 D3 电厂工作的大卫·格里斯迪，非常珍视自己
的一项荣誉——国家电投“十大杰出奋斗者”。其实，
刚开始，大卫觉得中国管理方式过于严格。但慢慢
地，他喜欢上了中国企业的文化。有一次，公司管理
层举办一个聚会，大卫被告知可以带家人参加，这让
他很感动。

王运丹说，上海电力马耳他公司以“家文化”将不
同背景的员工凝聚在一起。

在技术上，大卫刚开始也不适应。D3 电厂油改气
后，大卫皱了眉头，他不懂天然气发电技术。于是，公
司定期安排外籍员工到中国电厂参观学习。

中企为什么能创造一个个奇迹？11 月 8 日，在第二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国际质量创新论坛上，王运丹
回答了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改革开放的经验就是我
们的优势。”

近日，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在第九次常委会会
议上宣布了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关于表彰全国政
协成立 70年来有影响力重要提案的决定》 及获得表彰的
100件提案名单。

翻阅这些提案，人们能看到人民政协在新中国 70年
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体会到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独特优势，也进
一步了解到提案工作在人民政协工作中的特殊作用。

这100件提案的背后都有何故事？对此，本报记者进
行了采访。

国庆节与政协提案

1949 年举行的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马叙伦提
出了 《请政府明定 10 月 1 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
代替10月10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案》。

马叙伦是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
员。1949 年 10 月 9 日，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召开，马
叙伦因病在家休息时亲笔写好关于新中国国庆日的建议
案，并委托许广平委员向会议提出。

对于这份建议案，政协会议一致通过并决定送请中
央人民政府采择施行。1949 年 12 月 2 日，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
决议》，宣告：“自一九五〇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
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日子，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国庆日。”

该建议案是人民政协历史上第一件建议案。
本次受表彰的100件提案中，另一份广受关注的提案

产生在 1949年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名为 《请以大
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是由郭
沫若等44人和黄琪翔等16人分别提出，经审查后并案处
理，会议一致通过后交中央人民政府执行。

该提案是人民政协历史上的第一件提案。

推动设立教师节

今年 9 月 10 日，广大教师度过了第三十五个教师
节。教师节的设立，与政协提案分不开。

1981 年，在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徐伯昕、叶圣
陶、雷洁琼、方明、徐楚波等 18 人，联名提交了 《建
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案》。该提案推动教
育部等联合起草了报告给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政
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方明等 19 位委员再次联名提交相
关提案。

198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
建立教师节的议案，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

翻阅这百件提案，可以看到还有多件提案关注到了
教育领域。

比如 《小学生字典》 的来历，可以追溯到 1979年政
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曾世英等5人提出了《编辑出版适合
小学生使用的汉字字典案》。1981年5月，人民教育出版
社吸收提案建议，抽调社内一批语言文字专家成立字典
组，编写了 《小学生字典》，1983年出版，后数次修订，
深受读者喜爱和社会好评。

从食品安全到环境监测

1987年的政协六届五次会议上，马海德等9人提出了
《关于切实建立起食品安全的国家监督体系的提案》，建
议人大常委会尽快将食品卫生法修订后上升为正式法，
同时国务院颁发“实施细则”。

提案人之一的马海德，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
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50 年加入中国国籍，为麻
风病防治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份提案较早提出建立食品安全国家监督体系，建
议具有很强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可行性，对推进国家食
品安全监管体系建设，修订《食品卫生法》，保障人民群
众食品安全等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

环境监测方面，1986 年，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上，生
态环境保护专家赵丛礼提出了 《关于加强生态环境监测
的提案》，提案为推动国家重视生态保护，制定有关政
策，建立环境监测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的城乡建
设环境保护部在复文中表示，在“七五”期间，将在全

国逐步设立若干生态环境监测站，进一步完善适合我国
国情的生态监测方法、指标、评价体系等。

治理大气污染方面，2013 年，农工党中央向习近平
总书记报送了 《关于积极应对区域灰霾污染的有关工作
建议》，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与此同时，农工党
中央向全国政协报送了该内容的提案。全国政协提案委
员会召开了提案办理协商会。当年9月，国务院正式发布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成为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的行动指南。

从“八年抗战”到“十四年抗战”

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重要组成部分。

2003 年，东北抗联老战士、时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
席李敏撰写了 《关于抗日战争时间应从 1931年九一八事
变算起的提案》，并委托马国良在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
交。随即，马国良等 10人在会上提交了这份提案。这是

“十四年抗战”的概念在全国政协层面第一次提出。

经多方努力推动，2017年9月教育部审定的统编义务
教育阶段历史教材，正式使用“十四年抗战”概念，将

“八年抗战”一律改为“十四年抗战”。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也与政协提案的推动分不开。
2005 年，赵龙在深入调研、访谈南京大屠杀幸存

者、搜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形成了 《关于将每年的 12
月 13 日定为国家公祭日的提案》。在政协十届三次会议
上，民建界别的41位委员在提案上签名，形成联名提案。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决定：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推动三峡工程建设

多年来，政协委员们跨届长期关注一些重大问题和
重大决策，跟踪调研、持续提出，建言献策、推动落
实，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这类提案由众多委员和党
派团体提出，有的涉及某一方面问题的提案数量多达上
百件，此次入选的 《关于三峡工程建设的若干提案》 就
是其中代表。

三峡工程一直受到政协委员高度关注。在政协六届
一次至七届五次会议期间，孙越崎、钱伟长、覃修典等
102人纷纷提出了关于三峡工程建设的若干提案。

这些提案建议就三峡工程方案进行充分论证，得到
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成立了三峡工程论证委
员会。从1985年5月开始，全国政协先后三次共组织300
多位政协委员对三峡进行视察。视察报告对工程建设、
库区安全、移民安置、生态环境、地质灾害、文物保护
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三峡工程论证委员会也
从1988年到1991年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认真论证。提案建
议使三峡工程方案论证更充分、更科学，为三峡工程的
顺利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2 年，中国三峡集团决定，将政协的视察报告、
相关提案等一起汇编成书，永久存放在三峡博物馆。

推进申遗事业

1985 年的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
历史地理学专家侯仁之等4人提出了《关于我国应尽早参
加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以利于我国重大文化
和自然遗产的保存和保护，加强我国在国际文化合作事
业中的地位的提案》。

这份提案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
国委员会的重视，积极开展申请加入公约的相关工作。
1985年底，我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

在京杭大运河的申遗工作中，政协提案也功不可没。
2006 年，在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刘枫等 32 人提

交了 《关于高度重视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启动申遗工
作的提案》。该提案较早建言开展大运河“申遗”工
作。全国政协 5 位副主席分别带队进行了多次调研，全
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对此持续多年
跟踪督办。2006 年，京杭大运河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和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09 年，列
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2014 年，中国大运河申遗
成功。

10月1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设立教师节、将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事，都与政协提案有关。10月1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设立教师节、将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事，都与政协提案有关。

百件政协提案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叶晓楠

马耳他外长在进博会上讲述“一带一路”故事——

中企来了，用电的烦心事没了
本报记者 潘旭涛

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
门广场隆重举行。图为群众游行。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深秋的京杭大运河。陆启辉摄 （人民视觉）

三峡大坝开闸泄洪。郑家裕摄 （人民视觉）

莫祖拉风电项目将于11月18日完工。 资料图片
上海电力马耳他公司的中外员工在进行每日

安全巡视。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