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协 〔2017〕 15 号

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文件

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

关于印发 《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关于进一步

发挥界别作用的意见 (试行) 》 的通知

各委办室:

《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发挥界别作用的意见 (试

行) 》 已经市政协十三届三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 现予印发,

请遵照执行。

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

2017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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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发挥界别作用的意见 (试行)

为进一步突出政协界别特色, 增强委员界别意识, 探索政协

全会闭会期间加强委员联系、 促进委员履职的新机制, 现就进一

步发挥界别作用提出如下意见。

一、 发挥界别作用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界别是人民政协产生、 存在和发展的组织基础, 是人民政协

区别于其他政治组织的显著特征, 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有效途

径和重要载体。 进一步发挥界别作用, 有利于发扬民主, 扩大各

界人士有序政治参与; 有利于体现政协组织的广泛代表性和党派

合作性, 整合委员智力优势, 提高政协履职的整体水平; 有利于

广泛了解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要求, 协助党委、 政府做好协调关

系、 化解矛盾、 理顺情绪、 促进和谐的工作。

发挥界别作用的指导思想是: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 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 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以界别为单位,

以各专门委员会为依托, 探索界别委员履职新平台、 新方式、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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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进一步调动各界别委员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认真

履行委员职责, 进一步提高履职水平和实效, 为建设现代省会、

经济强市作出新贡献。

发挥界别作用的总体要求是: 通过丰富界别活动内容、 畅通

界别活动渠道、 搭建界别活动平台, 进一步发挥界别作为政协履

行职能的重要载体作用、 团结和联系委员的重要渠道作用和联系

各界群众的纽带作用, 不断增强委员的界别意识、 主体责任意

识, 唱响 “界别之声”, 给足 “界别之力”, 汇聚委员正能量,

树立政协好形象, 在助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改善民生民利的生

动实践中彰显界别的作用和价值。

二、 积极发挥界别在政协履行职能中的重要作用

(一) 发挥界别在政协例会中的作用。 政协全体会议、 常委

会议注重反映界别意见和建议。 全体会议的大会发言、 联组讨论

等活动, 注重安排界别代表参与并以界别名义发言; 组织召开各

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 邀请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到会听取意见

建议; 常委会议的专题议政要根据会议内容安排相关界别委员参

与, 为他们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和条件。 每个界别小组每年要在

市政协全体会议上至少提交一篇高质量的大会发言。

(二) 发挥界别在提案工作中的作用。 切实加强界别提案征

集工作, 重视对界别集体提案的办理, 邀请相关提案者和相关界

别委员参与提案办理协商、 评议和督办, 增强提案办理实效, 充

分发挥界别在提案办理中的作用。 各界别小组每年要至少提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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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高质量的界别集体提案。

(三) 发挥界别在调研、 视察活动中的作用。 组织界别委员

根据市委、 市政府中心工作, 结合市政协年度工作安排, 精选具

有本界别特点的课题, 开展调查研究、 研讨论证和咨询服务活

动。 对有关界别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 组织以界别委员为主体的

调研、 视察活动。 每年组织界别小组活动不少于 2 次。

(四) 发挥界别在反映社情民意信息中的作用。 围绕界别群

众普遍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 组织界别委员广泛收集社情民

意, 在认真甄别、 提炼总结的基础上, 摸清现状, 找准问题, 分

析原因, 提出审慎可行、 符合市情的对策建议, 反映有界别特色

的重要信息。 每年各界别小组反映社情民意信息不少于 2 条。

(五) 发挥界别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作用。 高度重视界

别协商这一民主协商新形式, 针对社会各界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

问题、 党政部门决策涉及到本界别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 因

地制宜地开展界别内部协商、 界别间协商或政协界别与党政部门

间协商, 沟通情况, 交换看法, 传递民声, 增进共识。 各专门委

员会每年要组织 1-2 次界别协商活动。

三、 加强对界别活动的组织领导

(一) 建立联系界别小组活动机制。 界别活动在主席会议的

领导下进行。 主席会议成员要按照工作分工, 参加相关界别小组

的工作, 指导和推动界别小组活动的创新实践。 市政协办公厅、

研究室和各专门委员会具体联系各界别小组并组织开展活动。 其

—4—



中, 市政协办公厅联系中共一组、 二组; 研究室联系特邀一组、

二组; 提案委员会联系民革民盟组、 民建民进组、 农工九三组;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联系无党派组、 工商联组; 学习和文史资料

委员会联系新闻组、 社会科学组; 财政经济委员会联系经济一

组、 二组; 农业委员会联系农业一组、 二组; 教科文卫体委员会

联系科技组、 科协组、 文艺组、 教育一组、 教育二组、 体育组、

医卫组;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联系工会组、

共青团青联组、 妇联组、 少数民族宗教组; 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

会联系侨联、 台胞台属组。

(二) 建立界别小组活动责任落实机制。 各界别以全会期间

的界别小组为单位组织开展活动。 全会期间各界别小组召集人为

闭会后的界别小组活动召集人。 各界别小组活动由小组召集人牵

头, 市政协各委办室组织协调, 提供相关保障。 各界别小组设小

组秘书一名, 由市政协各委办室与界别小组召集人共同商定, 既

可从市政协各委办室产生, 也可从界别委员中产生, 协助召集人

和委办室做好界别活动的策划、 组织实施、 服务保障等工作, 统

计界别活动委员出勤、 提交提案、 反映社情民意、 大会发言等履

职情况。 每半年各委办室要将界别小组活动开展情况、 委员履职

情况和提交集体提案、 反映社情民意情况, 报办公厅委员联络

处, 统计汇总后进行通报。

(三) 建立界别小组活动考核评估机制。 每年召开一次界别

工作会议, 听取各界别活动小组开展活动情况汇报, 研究解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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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推动界别活动开展。 每年年底或次年年

初, 对界别小组开展活动情况进行考核评估, 考评结果一是作为

各委办室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 二是记入委员履职档案, 作为换

届时委员是否继续提名的重要依据。

　 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办公厅 2017 年 10 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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