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大会发言征稿通知

各位常委 (委员):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将于 ６

月下旬在京召开ꎮ 会议将围绕 “统筹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协商议政ꎮ 欢迎您提交大会发言稿件ꎮ 现将提交大会发言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 稿件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ꎬ 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 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ꎬ 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

力ꎬ 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ꎬ 紧紧

围绕推进 “十四五” 规划的贯彻落实ꎬ 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ꎬ 大力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深入调整产

业结构ꎬ 完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深化能源体制机制

改革ꎬ 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加强生态保护和

修复ꎬ 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绿色科技革命ꎬ 加

强区域协调发展和对外交流合作” “完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ꎬ 强

化绿色低碳发展支撑” 等为重点ꎬ 宣传阐释党中央在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领域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ꎬ 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ꎮ



撰写大会发言稿件要坚持严肃性、 科学性、 可行性ꎬ 在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ꎬ 努力做到观点鲜明、 言之有物ꎬ 注重运用数据、

事例等阐明观点ꎬ 分析问题深入透彻ꎬ 建议务实可行ꎮ 文风要朴

实简洁ꎬ 行文直入主题、 言简意赅、 层次分明ꎬ 语言宜生动、 有

感染力ꎮ

委员可自主选择大会发言题目ꎮ 口头发言稿不超过 １４００ 字ꎬ

书面发言稿不超过 ３０００ 字ꎮ

二、 截稿时间: ６ 月 １０ 日 (星期五) 下午 １７ 时ꎮ 如有意向

申请口头发言 (需为常委)ꎬ 请于 ６ 月 １ 日 (星期三) 下午 １７

时前提交ꎮ

三、 遴选方式: 口头发言根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

国委员会大会发言工作规则» 进行遴选ꎮ 不宜作大会发言的稿

件ꎬ 将商发言人ꎬ 通过其他渠道对意见建议予以反映ꎮ

四、 印制发布: 会议印制大会口头发言材料合订本和大会发

言材料总目录ꎮ 所有发言均在委员履职平台发布ꎬ 媒体可作新闻

报道ꎮ

五、 注意事项:

１. 来稿请通过委员履职平台大会发言工作台提交ꎮ 如有困

难ꎬ 也可通过传真方式提交ꎬ 并告知大会发言组工作人员ꎮ

２. 提交时须完整填写预设信息栏目ꎬ 特别是准确填写发言

题目、 内容主题、 联系方式 (手机) 等ꎮ 通过传真方式提交的

稿件亦需提供上述信息ꎮ

３. 提交大会发言稿件前ꎬ 请认真审核稿件中所有数据和可

—２—



能涉密的内容ꎬ 引用资料和数据要以国家统计局等权威发布为

准ꎬ 确保数据真实准确ꎬ 严格遵守保密纪律ꎬ 防止出现失泄密问

题ꎮ

４. 请认真审定稿件后提交ꎬ 尽量避免反复修改或撤换ꎮ

附件: 委员履职平台提交大会发言操作指南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大会发言组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代章)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７ 日

联 系 人: 杨　 鹏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９１７９１　 １８０１０００９００６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１９１７９５　 ０１０－６６１９１７０８

—３—



附件

委员履职平台提交大会发言操作指南

　 　 一、 手机移动端

(一) 进入大会发言管理

进入 “委员履职平台” ＡＰＰ 后ꎬ 点击 【工作台】ꎬ 进入工作

台ꎻ 在工作台页面ꎬ 点击履职工作中的 【大会发言】ꎬ 进入大会

发言管理系统ꎮ

—４—



(二) 提交发言

点击 【提交发言】ꎬ 进入大会发言信息填报页面ꎻ 输入题目

(必填)、 选择内容主题 (必填)、 选择发言意向 (非必填)、 本

人电话 (必填)、 秘书电话 (非必填)、 职务 (系统自动带出)、

会议驻地 (非必填)、 房间号 (非必填)、 正文 (支持 ｗｏｒｄ 导

入)、 添加联名人 (非必填)ꎬ 信息录入完成后ꎬ 点击 【正式提

交】ꎬ 完成发言提交ꎮ

—５—



(三) 查看我的发言

点击 【我的发言】ꎬ 进入我的发言页面ꎻ 点击 【查看详情】ꎬ

可查看相应发言内容ꎬ 通过修改查询条件ꎬ 可查看其他届次发言

信息ꎮ 点击 【草稿箱】ꎬ 可查看本人保存未提交的发言信息ꎮ

(四) 查询发言

点击 【查询发言】ꎬ 进入查询发言页面ꎻ 点击 【详情】ꎬ 可

查看相应发言内容ꎬ 通过修改查询条件ꎬ 可查看其他届次发言信息ꎮ

—６—



二、 电脑端

(一) 登录 ＰＣ 端大会发言系统

打 开 浏 览 器ꎬ 进 入 中 国 政 协 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ｐｐｃｃ ｇｏｖ ｃｎ)ꎬ 点击 【委员办公】ꎬ 进入 “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履职服务平台”ꎮ

—７—



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履职服务平台” 页

面使用短信或 ＵＳＢＫｅｙ 进行登录验证ꎮ

完成登录后ꎬ 点击 【大会发言】ꎬ 进入到大会发言管理系

统ꎮ

—８—



(二) 提交大会发言

点击 【大会发言】 菜单下的 【新增发言】ꎬ 进入大会发言信

息填报页面ꎻ 输入题目 (必填)、 选择内容主题 (必填)、 选择

发言意向 (非必填)、 本人电话 (必填)、 秘书电话 (非必填)、

职务 (系统自动带出)、 会议驻地 (非必填)、 房间号 (非必

填)、 正文 (支持 ｗｏｒｄ 导入)、 添加联名人 (非必填)ꎬ 信息录

入完成后ꎬ 点击 【正式提交】ꎬ 完成发言提交ꎮ

—９—



(三) 查看我的发言

在菜单中点击 【我的发言】ꎬ 进入我的发言页面ꎻ 在我的发

言中可以查看、 下载自己的发言ꎬ 未提交的发言ꎬ 可以继续编辑

提交ꎮ

—０１—



(四) 查看历史发言

在菜单中点击 【历史发言】ꎬ 进入历史发言页面ꎻ 点击 【详

情】 可查看相应发言内容ꎬ 点击 【下载】 可下载相应发言ꎬ 通

过修改查询条件ꎬ 可查看其他届次发言信息ꎮ

—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