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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制度活力 凝聚复兴伟力
———热烈祝贺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

“阳和启蛰，品物皆春。”今天，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

近 3000 名全国人大代表齐聚一堂，

共商国是、共议大计。这是我国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对大会的召
开表示热烈祝贺！

春华秋实，岁物丰成。过去一年在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
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
实高质量发展要求， 有效应对外部环
境深刻变化，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和社会大局稳定， 驾驭中国航船劈波

斩浪、行稳致远。过去一年也是十三届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的第一年。

一年来， 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确保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推动宪法实施迈出新步伐， 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立法工作， 依法履行人大监督职
责，拓展直接联系代表渠道，各方面工作
卓有成效，实现了良好开局。下转荩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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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4 日电 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 5日上
午 9时在人民大会堂
开幕， 听取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关于政府工
作的报告， 审查国务
院关于 2018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 2019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的报告，审
查国务院关于 2018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
行情况与 2019 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
报告。下午，各代表团
举行全体会议， 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

出席全国政协十
三届二次会议的全国
政协委员 5日上午列
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开幕会。下午，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
会议举行小组会议，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将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进行现场
直播， 中央主要媒体所属新闻网站和新媒体平台
将作实时报道。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新闻中心 5日下午
举行“政协委员谈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
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记者会。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4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 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预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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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
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参
加看望和讨论。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上海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书写属于新时代的新传奇

■本报记者 王志彦 徐蒙 张骏

全国两会举行前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国证监会领
导就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等热点问题，

接受中外记者采访。几乎第一时间，一则消
息就在互联网上被刷屏：“科创板各项工作
进展顺利”。

这是一个全世界资本市场期待已久的
消息，也是上海意义非凡的一刻。

去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上海出
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
主旨演讲， 考察上海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

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实施长
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总书
记亲自交给上海三项新的重大任务， 并提出
更好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服务； 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深化社
会治理创新； 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等五
个方面工作要求。 总书记殷切希望，“上海继
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 创新发展先行
者，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难啃的骨头。”

三项新的重大任务以及 “年年办下去，

越办越好”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构成了
上海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上推进改革开放

的四大战略支撑，也勾画了上海长远发展的
宏伟蓝图，赋予了上海新的历史使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
李强多次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是做好上海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全市上下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
落实，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强大
动力， 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心和决心，

更加自觉地把上海发展放到全国、全球的坐
标系中思考谋划，更好地在新一轮改革开放
实践中探路先行，更好地在服务国家战略中
实现自身发展，更好地在国际舞台上代表国
家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 全力以赴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提出的三项新的重大
任务， 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奋
力开创上海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面对新的重大任务，上海将“在谋划中
提出不一般的方案，在行动中拿出不寻常的
措施，在落实中取得不平凡的成果”，用行动
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新传奇。

期待一片新试验田的开种
二月的最后一天，浦东丽思卡尔顿酒店

灯火辉煌，群贤毕至。一年一度的波罗的海
国际航运公会全球年会在这里举行，国内外
300多位航运业人士济济一堂， 许多嘉宾都

堪称国际航运界的巨擘。

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是世界最大的航
运协会组织之一，在全球各地，每 100艘船舶
中有 65艘来自于该公会的会员单位，公会具
有很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下转荩2版

新华社北京 3月 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3月 4日下午
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
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
见和建议。 他强调， 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
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

比广阔的空间， 要坚定文化自信、 把握时代脉
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
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参加看望和讨论。

联组会上，田沁鑫、邓纯东、陈力、王学典、

王春法、李大进、冯远征、李前光等 8 位委员，围
绕攀登文艺新高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体系、坚持为人民创作、防范和化解意识形
态领域风险、发挥博物馆作用、加强基层政府法
治建设、重视艺术传承、推进文艺事业守正创新
等作了发言。

习近平在听取大家发言后发表讲话。 他表
示，来看望全国政协文艺界、社科界的委员，听取
意见和建议，感到非常高兴。他代表中共中央，向
在座各位委员，向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者，向广大政协委员，致以诚挚的问
候。 下转荩6版

与时代同步伐，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

以人民为中心，一切成就归功人民，一切荣耀归属人民

以精品奉献人民 用明德引领风尚
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 汪洋参加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勇于回答时代课题， 从当
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
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
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描绘这个时代精神图谱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走进实
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

描绘人民、 歌唱人民。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
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
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

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
民。 希望大家立足中国现

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
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

把当代“精彩”展示好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
尚。要有信仰、有情怀、有

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努力做对国家、

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

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

站在两大中心的连接点上

面向世界的两次牵手

一条贯彻始终的“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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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聆听讲话的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代会上海代表团中的文艺界、社科界人士倍感振奋

“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我们指明了前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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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李克强
今作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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