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１

广州政协文史馆展品藏品征集内容

一、有关人民政协与新中国诞生的展品藏品

(一)与抗日战争胜利关联的

包括日军在密苏里号和中国各战区尤其是在广州中山纪念堂

受降仪式,延安、重庆、广州、南京等地人民欢庆胜利,东江纵

队、珠江纵队、琼崖纵队战斗,东江、珠江、琼崖抗日根据

地等.

(二)与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主张关联的

包括中共七大、国民党六大、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等历

史事件.

(三)与中共 “五一口号”关联的

包括民主党派负责人与民主人士积极响应 “五一口号”、中

共香港工委组织在港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 “北上”、八个

民主党派成立、八个民主党派负责人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等.

(四)与人民政协、新中国诞生关联的

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国旗和国徽征

集,开国大典,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一次会议至四次会议等.

(五)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协一届全国委员会组成

人员中的广东籍人员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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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宋庆龄、叶剑英、何香凝、张云逸、司徒美堂、蔡廷

锴、李章达、陈铭枢、谭平山、叶季壮、陈郁、蒋光鼐、许广

平、黄琪翔、陈其尤、廖承志、吴耀宗、郭冠杰、陈演生、蓝公

武、方方、陈汝棠、杜国庠、简玉阶、林砺儒、王国兴、戴子

良、蚁美厚、陈其瑗、邓兆祥等人士.

(六)与历届全国政协关联的

包括全国政协例会、全国政协举办的重大会议 (活动)、全

国政协组织视察考察和出访等活动.

二、有关广州人民政协的展品藏品

(一)与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亲临广州关怀指导广州建设关

联的

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的无

产阶级革命家,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总书记,全国政协主席

邓颖超、李先念、李瑞环、贾庆林、俞正声、汪洋,历代党和国

家重要领导人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

富春、刘伯承、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杨尚昆、薄一

波、习仲勋、万里、李鹏、乔石、朱镕基、吴邦国、温家宝、张

德江、李克强、栗战书等.

(二)与广州迎接解放关联的

包括 “地下学联”, “一七”反美示威游行, “五卅一”反饥

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侨中断炊拍卖运动,国民政府南迁,

“七二三”大逮捕,护厂护校斗争,广州工人协会、广州新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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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教育工作者协会、广州新民主主义教授协会、广州新民主主

义经济工作者协会、广州妇女联合会和解放军之友等党的外围

组织.

(三)与广州解放和人民政权诞生关联的

包括欢庆广州解放与迎接解放军入城,广州市第一届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一届广州市协商委员会及其各次会议、中央航空公

司及资源委员会等提案, “剃刀门楣”等事件、冬令救济委员会

和胜利折实公债委员会的活动等.

(四)与广州巩固政权建设和恢复国民经济生产关联的

包括二至五届广州市协商委员会及其各次会议、会议提出的

提案与提案的办理情况,市协商会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海珠桥

被炸断与重修及恢复通车,积极投身抗美援朝运动 (含市人民保

卫世界和平呼吁书签名运动大会、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市各界５０万

人在市内各区举行集会和盛大示威游行、粤籍华侨和港澳同胞支

援抗美援朝、推行爱国公约和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活动、

著名爱国资本家陈祖沛及其大成行员工捐出港币１５０多万元、各

界掀起上书请求赴朝参战热潮、志愿军归国代表抵达广州、中国

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受到志愿军指战员热烈欢迎、红线女主唱

宣传抗美援朝粤曲 «脱掉牛仔裤»和广州志愿医疗手术队、司机

志愿运输队、铁路志愿队开展活动等),民主人士参观团参观斗

霸大会、划分阶级大会、庆功大会,土改工作队参加新会、南

海、顺德土改工作,广州各界人民支援土地改革运动委员会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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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广州市各界人民展开五反运动斗争,热烈认购国家经济建

设公债,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成立,广州市全面展开基层普选,

广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各区协商会成立等.

(五)与广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关联的

包括一至四届政协广州市委员会各次会议、常委会议、会议

提出的提案与办理提案的情况,一至四届市政协举办的重大会议

(活动),一至四届市政协委员列席市人民代表大会,一至四届市

政协委员与市人大代表共同开展视察活动,农业合作化,公私合

营,开展反右斗争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开展大跃进与人民公社

化运动,修建龙洞水库,市七个民主党派市委会成立,各区、县

成立政协与各次全体委员会议,广州市政治学校及其学习培训工

作,社教运动、五反运动、比学赶帮运动,医疗队下乡,中南革

命戏剧汇演,开展文化向农村进军活动,文史资料征集,市革命

委员会派员进驻市政协机关 “捅马蜂窝”,市政协机关干部下放

到从化的广州市第一干校劳动锻炼,七老办学, “扬手即停”出

租小汽车,广州书法学习研究班,周宝芬赴港接收馈赠医疗设

备等.

(六)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政协 “拨乱反正”关

联的

包括五至七届政协广州市委员会各次会议、常委会议、主席

会议、会议提出的提案与办理提案的情况,五至七届市政协举办

的重大会议 (活动),修缮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邓仲元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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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执信墓、胡汉民墓、伍廷芳墓、 “三二九”广州起义指挥部

旧址,开展全市性物价大检查,四十四中扩建,岭海颐老会,

«共鸣»杂志,广州市政协诗书画室,广州市政协业余外语中专

学校,广州市业余书法艺术学校,平反 “文化大革命”的冤、

假、错案,１９８５年罗培元主席率团访问美国洛杉矶和加拿大温

哥华、多伦多,孙中山英文秘书李禄超、孙中山孙女孙穗芳、美

国喜瑞都市市长黄锦波、李汉魂夫人吴菊芳、美国电视 “看东

方”节目主持人靳羽西到访,梅日新副主席赴香港参加梅氏宗亲

会活动,支持创办 “应氏杯”,台盟市委会成立,各区、县政协

恢复及期间召开的政协全体会议,广州市公共关系协会,广州中

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广州市协海实业公司,广州协谊经济技术

发展服务总公司市政协机关劳动服务公司,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

力”研讨会,龙洞水库纪念碑揭幕仪式,举办 “科技兴市”系列

讲座,引进机械化养鸡场、中外合资大酒店 (中国大酒店)、广

深珠高速公路、沙角电厂B厂、穗屏饲料厂、香满楼牛奶、百事

可乐、隆辉工业村,纪念鸦片战争１５０周年、辛亥革命８０周年、

“一二八淞沪抗日”６０周年活动,石景宜向广州等地赠书,

“各界青年迈向九十年代”座谈会,一元钱教育基金,香港影视

明星足球队义赛,市政协历届委员联谊会成立,市政协机关改秘

书处为办公厅,市政协设置专门委员会,市民主大楼筹建与落

成,市委政协工作会议.

(七)与市政协 “先行一步” “在改革中开拓,在开拓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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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关联的

包括八至九届政协广州市委员会各次会议、常委会议、主席

会议、会议提出的提案与办理提案的情况,八至九届市政协举办

的重大会议 (活动),«广州抗战纪实»,广州地区政协香港委员

联谊会,香港回归及其光辉前景研讨会,市五套班子主要领导参

加 “庆回归”座谈会, “香港的历史与发展”大型图片展照片,

广州市各界人士欢庆香港回归祖国联欢夜大型活动,中国文化研

讨年会,广州———台北城市围棋互访赛,中国广州艺术团赴毛里

求斯参加中毛建交３５周年活动,邓世昌殉国１００周年大会暨邓

世昌纪念馆开馆仪式,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５０周年系列活动,纪念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１３０周

年系列活动,千秋家国梦———广州高第街许氏家族 (上下部)书

籍出版与许氏家族回穗寻根活动,赵少昂捐画与梁洁华画展、

«欧豪年画展»,“政协之声”广播与电视节目,广州市人民政协

理论研究会,“人民政协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人民政协的理

论与实践研究论集»样书,«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丛书»,“进一

步改革开放,努力提高外资利用水平” “关于珠江新城内保留村

庄的问题”专题议政活动, «关于推动解决我市法院 “执行难”

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建议案, «广州———美丽的国际花园城市»

展,«建设２００万亩生态公益林» «解决白云区部分地区食水问

题»«建立全市性困难家庭档案»«加快 “三表”查抄系统自动化

改造»等提案办理,市政协主席拜访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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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０周年座谈会,庆祝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成立５０周年大会,纪念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１６０周

年座谈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系列活动,共和国国旗

展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９０周年纪念活动,纪念辛亥革命

９０周年系列活动,组织宗教问题报告会和揭批 “法轮功”邪教

活动,迎 “九运”增强民族凝聚力研讨会,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

l０周年报告会,在澳门举办 “喜迎澳门主权回归”之澳穗文化周

和信鸽竞翔报归讯活动,澳门委员赴京拜会全国政协、中央统战

部和国务院港澳办,百色扶贫和捐资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项

目,市政协领导班子和机关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 “讲学习、讲政

治、讲正气”教育活动,２００１年全国副省级市政协工作协作会,

市政协机关两次机构改革,规范市政协专门委员会建设,市政协

办公大楼筹建与落成,各区、县级市政协这一时期各次全体会议

与主要履职亮点与特色工作,市委政协工作会议.

(八)与市政协 “与时俱进” “在继承中创新,在开拓中前

进”关联的

包括十至十一届政协广州市委员会各次会议、常委会议、主

席会议、会议提出的提案与办理提案的情况, «关于放手发展我

市民营经济的若干建议的建议案» «关于推进我市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的建议案»的办理,纪念黄埔军校建校８０周年、纪念邓

小平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５周年、庆

祝人民政协成立５５周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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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５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７０周年活动,

越南祖国统一阵线代表团,法国市长友好访问团,美国华盛顿学

生代表团,欧中 (广州)经贸合作论坛, «关于推进我市平安和

谐社区建设的建议案»的办理, “每一个政协委员都力所能及地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扎扎实实地办一件以上的好事、实事”对

口帮扶活动,支持兴建抗击 “非典”英模叶欣、陈洪光的塑像,

兴建抗击 “非典”纪念碑,举办抗击 “非典”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专题研讨会,举办抗击 “非典”文艺晚会,彭磷基、黄铁城、冯

志强、陈开枝与 “全国扶贫状元”,开展无陪同视察和民主评议

执法机关,«广州市科技中介机构发展及对策研究»,协助制定实

施 «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 (试行)»,朱振中主席在 “纪

念人民政协成立６０周年理论研讨会”口头发言,朱振中在２０１０

年全国 “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协商提出并推进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强亚运会软环境建设»建议案,督办涉及辛亥革

命旧址修复的提案,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中华名家书画雅集拍

卖活动,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纪念大会,辛亥革命纪念馆开馆典

礼,纪念 “辛亥 ‘三二九’广州起义１００周年”大型座谈会和

报告会,省、市各界人士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１００周年活

动,«孙中山在广州»大型图片展,«遍地芳菲»话剧上演,搭建

首个 “市政协委员微博议政平台”,创办 “广州政协大讲堂”,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人民政协———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主题

座谈会,创办广州文史网站,编印出版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

—１１—



编»１０卷集,各区、县建市政协调整充实与全体会议及重大履

职活动,市委政协工作会议.

(九)与市政协以 “奔向复兴”为着力点,各项工作进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关联的

包括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重要思

想,十二至十三届政协广州市委员会各次会议、常委会议、主席

会议、会议提出的提案与办理提案的情况, “打造迎春花市文化

名片,推进我市世界文化名城建设”“关于进一步振兴粤剧”“关

于优化提升 ‘一江两岸三带’景观带建设” “关于解决广州都会

区停车难题”“关于在荔湾区泮塘打造 ‘最广州’历史街区品牌”

“关于以清洁乡村为切入点,推进我市美丽乡村建设”等建议案

的形成与办理,“万里审批图”的 «关于大幅缩短广州投资项目

建设审批时间的建议案»的形成与办理, “人在证途”的改革公

民信息服务管理方式的委员提案的形成与办理,纪念人民政协成

立６５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７０周

年、孙中山先生诞辰１５０周年等主题特色活动,加拿大温哥华市

经济委员会到访,«民国碑刻书法在广州»«老地名的故事»«广

州市社会科学团体发展３０年纪实» «劳动人民的红线女» «十四

个沿海城市开放史料»«敢为人先———改革开放广东一千个率先»

«香港回归历程»等书籍,市政协及机关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三严三实”活动、“两学一做”活动,制定实施 «广

州市政协委员履职量化综合评价办法 (暂行)»,«深入挖掘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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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价值,提升广州东中西三大历史文化街区 “软实力”的

建议»«关于进一步完善学校课后服务,解决中小学生托管难题

的建议»«广州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城市的建议»«以主导

产业为引领,以龙头企业为带动,构建广州现代化经济体系新格

局议政报告»«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扎实提升来穗

人员公共服务水平议政报告» «关于对标国际先进模式,提升广

州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几点建议» «广州市营商环境

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关于恢复黄埔古港原貌,纳入 “海丝”

申遗项目的建议»等的形成与办理,创建 “有事好商量民生实

事协商平台”,创立广州公共外交协会,筹建广州政协文史馆,

穗港澳青少年足球赛,市政协香港委员联谊会举办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２０周年晚会,“红旗飘飘———中国共产党党旗诞生历程珍贵

档案展”,“永远跟党走———喜庆中共十九大岭南书画名家作品联

展”,各区政协此间各次全体会议与面向新时代推进政协工作新

发展的做法等.

(十)与广州政协委员关联的

包括历届全国政协驻穗委员,历届省政协驻穗委员,历届市

政协委员,市属各区、县 (县级市)历届政协委员.

三、有关 «历史名城,南国明珠———广州前世今生的故事»

的展品藏品

(一)与岭南文化中心地关联的

广州地区人类起源,五羊传说,楚庭,任嚣城,南海郡,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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禺县,交州,广州,南越、南汉、南明王朝,西汉、东汉、三

国、西晋、东晋、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六国、宋朝、元

朝、明朝、清朝等历史时期的广州,百越文化,广府文化,粤

语、粤剧、粤曲、粤菜、粤绣、广彩、广雕、西关大屋、骑楼文

化,岭南书画艺术、迎春花市,南海神庙,黄埔古港,粤海关,

十三行,南海一号,哥特堡号,怀圣寺、六榕寺、三元宫、石室

天主堂、东山堂等.

(二)与近代革命策源地关联的

三元里抗英,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康有为,梁启超,广

州同文馆,广州机器局,万木草堂,公车上书,戊戍变法,孙中

山,兴中会,同盟会,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朱执信,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与 «中国存亡问题»,«民报» «建设»

等刊物,杨匏安,«广东中华新报»与 «马克思主义»一文,«青

年周刊»与创刊 «宣言», «青年周刊»与 «马克思主义浅说»,

«建国方略», “五四”运动在广州,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广

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共产党支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共青团前身)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

重建陆海军大本营,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

策,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创办黄埔军校,开办农讲所,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沙

面惨案,省港大罢工,首届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毛泽东主持广州农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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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北伐战争,广州起义与广州公社,周文雍、陈铁军刑场上的

婚礼等.

(三)与改革开放前沿地关联的

包括在全国首家引进港资企业———广州市白云小汽车出租公

司,在国内引入第一家外资五星级酒店———中国大酒店,在全国

率先在国有企业广州钢铁有限公司实行中外合资经营,在全国开

办第一家中外合资旅行社———广州康泰国际旅行社,在广州市越

秀区举办全国第一个市场化劳务集市,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首开

我国工业用地使用权出让先河,广州产权交易所在全国首创企业

产权托管模式,珠江钢琴公司创造全国乐器行业第一股,创建我

国第一个现代化养鸡场———广州力康鸡场,广州 “万宝”集团在

国内率先引进电冰箱生产线.

开办全国最早的灯光夜市———广州西湖路灯光夜市,创办全

国第一家国营五星级酒店———东方宾馆,开办全国首家农民集资

兴建的高层大酒店———江南大酒店率先举办全国第一场开放性服

装模特大赛,在全国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搬迁企业———大

众搬屋公司,在全国率先创建首个经济预警系统,开办全国第一

个电器专业市场———广州海印电器总汇,创建中国第一个超级大

楼盘———祈福新邨,广州天河城在中国内地第一座超大型购物中

心,广州天河广客隆开办全国首家货仓式批发自选商场,在全国

率先建立菜篮子报价中心,创建我国第一座高水头、大容量的抽

水蓄能电站———广州蓄能水电厂,生产出全国第一瓶纯生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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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纯生,开办全国最大的野生动物园———香江野生动物世

界,创办全国业务量最大的区域性资金清算枢纽———广州银行电

子结算中心,兴建我国亚洲规模最大的会展中心———广州国际会

议展览中心,建成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

修建我国第一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船舶———广州中船 “新

埔洋”轮,兴建中国第一电视高塔———广州塔,在全国率先采用

二维码营业执照,在全国率先全面实现电话程控化,广州机床研

究所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示教再现型工业机器人,创造中国海外

留学人员交流第一品牌———中国 (广州)留学人员科技交流会,

广州体育馆爆破拆除,创造了中国房屋拆除 “第一爆”,广州地

铁二号线成为创造地铁行业第一个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综合性

项目,广州地铁四号线成为创造国内第一个采用直线电机运载系

统的轨道交通路线.

在全国率先制定实施 «政治协商规程»,在全国率先实行省、

市政协联合视察办理提案———广州市五羊邨扩路工程提案,在全

国率先出台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办法,在全国率先制定地

方性经济合同管理法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全国开发区中率

先建立大部门管理体制,出台全国第一部保护私营企业权益的地

方性法规——— «广州市私营企业权益保护条例»,在全国首创基

层评议机关活动,在全国首先 “晒”出行政权力清单,在全国首

创立法确立 “成人宣誓日”,在全国率先成立第一家公职律师事

务所,成立全国第一个专利复审委员会巡回审理庭,成立全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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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私营企业协会党委,成立全国首个跨国公司基层党委———中共

广州宝洁有限公司委员会.

创办神州第一书城———广州购书中心,率先在全国开办首批

音乐茶座,率先开启中国报纸多版时代——— «广州日报»四版扩

八版,在全国率先建立第一个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网站,在新中国

大陆首次举办青年 “选美”大赛———首届羊城青年 “青春美”评

选大赛,率先在全国举办第一个流行音乐大赛———红棉杯８５新

歌新风新人大奖赛,开办中国内地第一档电视选美节目———美在

花城,实现世界首例砖木结构文物平移———锦纶会馆平移工程,

创办中国首个音乐家纪念馆———马思聪音乐艺术馆,创建中国国

际纪录片会展 “第一平台”———中国 (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

举办了项目最多、规模最大的一届亚洲运动会,创造中国体育冠

名权第一例交易———万宝路广州网球精英大赛.

在全国率先开展授予荣誉市民称号活动,在全国率先建立全

民企业退休费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制度,广州番禺洛溪大桥在全国

率先采用 “以路养路”建设模式,广州高德良成为全国第一位上

书中央为个体户 “请命”的人,率先建成全国容量最大的城市人

口基本信息数据库,在全国大中城市率先建立廉租住房保障制

度,创建全国首个打击侵权出版物物证平台和数据库,在全国率

先开放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在全国首创出租车 “扬手即停”服

务,广州岭南颐老会在全国率先创办民间老年事业.

广州市电信局开通全国第一个数字寻呼系统,广州市公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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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率先建成开通１１０报警服务台,广州市电信局在全国最早引

入磁卡公用电话,在全国率先开通社会商用的移动电话网,在全

国率先实行骨灰撒海和骨灰还林,在全国率先开展市一级杰出青

年评选活动,在全国率先开通无人售票空调公交线路,广州市第

一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在全国最早试行公交IC卡自动收费系统,

在全国内地政府率先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

心,广州五山自助邮局创办全国首家自助邮局,创办公安网广州

金盾网、在全国率先以互联网方式实行政务公开,广州市公安局

创建全国第一支城市特警突击队,在全国率先建成亚洲最大的邮

件处理中心,在全国率先打造一站式口岸服务平台———广州电子

口岸.

创建全国首个城市消费者组织———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创

建全国第一家非政府民意调研机构———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

在全国率先创办第一家民办股份制医院———广州益寿医院,在全

国建成内地第一条健身路径,修建全国第一条城市高架桥———人

民路高架桥,兴建我国第一个城市规划展览馆———广州市城市规

划展览馆,修建全国第一条引进外资兴建的高速公路———广深高

速,在全国率先建成亚洲第一大BRT系统,出台全国首个保障

性住房小区管理办法,实现广州中心城区率先全面达到国家 “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制定全国首部垃圾分类政府规章——— «广

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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