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12 月 19 日袁吉安市新的社会
阶层代表人士联谊会一届一次理事大会暨
成立大会在吉安市隆重召开袁 来自全市
123 位新阶层代表人士尧各县渊市尧区冤委统
战部分管领导及联络人尧市直有关单位主要
负责人共计 174 人参加了会议遥 市委常委尧

统战部长喻志勇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遥
会上袁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联谊会

筹备组作了筹备工作报告袁 选举产生了一
届常务理事会组成人员袁 并通过了新联会
章程尧聘请顾问名单尧会费收取标准和管理
办法尧致全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倡议书遥 吉

安市无党派中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卢淑
清会长致贺词遥

喻志勇要求袁 全市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要牢记社会责任袁抢抓发展机遇袁更好
地把智慧和力量投入到吉安经济社会发
展中来遥新联会要充分发挥教育尧团结尧引

导尧服务作用袁提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素
质袁促进其健康成长袁维护其合法权益袁
彰显其作为遥 同时不断探索和创新活动
载体袁通过各类形式多样尧内容新颖尧切
实有效的活动袁 鼓励和引导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积极参与吉安经济社会发展遥

新的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袁 具体主要包
括民营科技创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尧
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尧个体户尧
私营企业主尧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尧自由职
业人员等六类人员遥这是一支正在崛起的尧
可以大有作为的生力军袁 是新形势下统一
战线工作的新的着力点遥据不完全统计袁吉
安市现有民营科技企业 236 家袁 外商投资
企业 720 户袁个体户 12.22 万户袁私营企业
1.983 万户袁律师事务所 26 家袁会计师事务
所 10 家袁 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 60.3%袁 安置了新增就业的
90%遥 在吉安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遥

成立具有联谊性尧 非营利性的社会团
体组织要要要吉安市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
联谊会袁 是我市统一战线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举措袁 为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交流尧合作尧做强事业尧服务发
展等搭建了平台袁 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壮
大爱国统一战线袁 加快推进吉安经济社会
发展遥

同志们院
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之际袁 今天我们在这
里举行吉安市新的社会阶层代表
人士联谊会成立大会遥 这是我市
新的社会阶层的一大喜事袁也是
我市统一战线的一大盛事遥 在
此袁我谨代表中共吉安市委和全
市统一战线袁向出席今天会议的
领导和各界代表表示诚挚的欢
迎浴 向吉安市新联会的成立和当
选的常务理事会组成人员表示
热烈的祝贺浴

近年来袁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
和关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工
作遥 第 20 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第
一次系统阐述了党关于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基本理论和
方针政策袁 突出强调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是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
工作新的着力点遥 党的十八大报
告指出院野鼓励和引导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作出更大贡献冶遥 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进
一步强调院野一切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袁要
发扬劳动创造精神和创业精神袁回
馈社会袁造福人民袁做合格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遥 冶所
以说袁 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
作袁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
内在要求袁是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
战线的题中之义袁是推进吉安发展
升级的现实之需遥吉安市新联会成

立袁必将有利于加强党和政府与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广泛联系沟通袁
必将有利于激发和调动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的积极性尧主动性和创造
性袁为服务吉安发展升级尧小康提
速尧绿色崛起尧实干兴吉立新功尧创
佳绩遥

借此机会袁我就如何做好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工作袁讲三点意见遥

一尧 新阶层作用重大袁 要
在推动吉安经济社会发展中建
功立业

改革开放前袁 我国的社会基
本结构是由两个阶级 (工人阶
级尧 农民阶级冤尧 一个阶层 渊知
识分子冤 组成遥 改革开放以后袁
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
的变革袁 相继产生出新的社会阶

层袁 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
员和科技人员尧 受聘于外资企业
的管理技术人员尧 个体户尧 私营
企业主尧 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尧
自由职业人员等袁 绝大部分集中
在非公有制领域遥 新的社会阶层
形成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
重要标志袁 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新力量袁
为增加财政收入尧 扩大就业门
路尧 积极回报社会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遥 从全国情况来看袁 新
社会阶层大约有 7000 万人袁 加
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袁 总数在
1.5 亿左右袁 非公有制经济生产
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超过一半袁 提
供了 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袁
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遥 从我

市情况来看袁 据不完全统计袁 现
有民营科技企业 236 家袁 外商投
资企业 720 户袁 个体户 12.22 万
户袁 私营企业 1.983 万户袁 律师
事务所 26 家袁 会计师事务所 10
家袁 带动 60 多万人就业遥 全市
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
比重达 60.3%袁 安置了新增就业
的 90%遥 在吉安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遥 可以说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数量越来越
多尧 作用越来越大尧 地位越来越
高袁 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举足
轻重的力量遥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入袁 广大新的社会阶层深刻地体
会到袁渊下转第二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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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期盼的目光中袁叶新联
会曳内刊如期诞生遥

吉安市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
联谊会自 2013 年 12 月 19 日成立
以来袁承载众多希望与梦想遥 一个社
会团体需要自办一份刊物袁说明她已
具备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曰一个社会团
体能以自己的阵地作为载体进行内
联沟通袁外树形象袁说明她在发展壮
大曰一个社会团体需要以文化彰显深
度袁说明她已具备了充足的内力遥 于
是被赋予丰富内涵的叶新联会曳内刊

应运而生遥 野展示形象袁促进交流袁发
展壮大袁凝聚力量冶的办刊宗旨袁将成
为宣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主阵地
和发展社团文化建设的总抓手遥

联合壮大袁超越梦想遥 让我们在
思考中努力发展袁 在奋斗中砥砺意
志袁在沟通中留下真诚袁在交流中启
迪智慧遥 叶新联会曳是我们对外的一扇
窗口袁会员沟通的一座桥梁袁我们共
同的精神家园遥 我们坚信袁它会同你
的参与而成长袁 同你的支持而美丽袁
同你的关爱而精彩遥

联合壮大 超越梦想
要要要叶新联会曳创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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