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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这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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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绑不松懈 担当有作为
———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热议《关于解决形式主义

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将 2019年作为 “基层减负年”，聚
焦“四个着力”提出一系列务实管用的
举措，建立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
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中共中央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
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近日在广大基
层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通知》充分表明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
移全面从严治党、 持之以恒狠抓作风
建设的决心意志， 鲜明树立了为基层
松绑减负、 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的
实干导向。 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将把更
多精力用在打好三大攻坚战、 推动高
质量发展上来，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

告别文山会海 为基层松绑减负
“《通知》是一场将我们从文山会海中解

脱出来的‘及时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大杨镇纪委书记张静说，以往，一些基层干
部经常为了迎检备查整理各类文件，为了获
得好的考核结果疲于奔命，现在能够将更多
精力投入实际工作，切实将党中央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 下转荩6版

本报讯（记者 戚颖璞）

市气象局昨宣布：上海已于
3月 9日入春。上海常年平
均入春时间 3 月 17 日，今
年较常年略偏早，但仍属正
常。下周，上海降水过程有
所增多，晴雨转换频繁。

会议期间提交提案 274件、大会发言 29篇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返沪
本报北京3月13日专

电（特派记者张骏 吴頔）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
议 3 月 13 日上午在人民
大会堂闭幕。出席会议的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圆满
完成会议各项议程，于当
天下午乘东航班机返回
上海。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
持深化市场改革、扩大高
水平开放、继续打好三大
攻坚战，推动长三角更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加快自
贸试验区制度创新 、完
善科创板制度规则、继续
办好进博会以及稳就
业、支持民企发展、解决
“老小旧远” 难题等话题
在会场上引起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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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攻坚克难突破深化
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

建设推进大会举行，尹弘出席
本报讯 （记者 洪俊杰）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

建设推进大会昨天上午举行。 市委副书记尹弘出席并指
出， 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
神，秉持“创建国际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的理念，持
续攻坚克难、 突破深化， 推进上海社会治理创新再接再
厉、更上一层，真正做到基层有活力、管理出实效、群众
得实惠。 下转荩6版

春暖花开季，崇明发布迎花博800天行动
计划，82个建设管理项目正稳步推进

花博会筹备进入新阶段
本报讯 （记者 茅冠隽）春暖花开季，

2021年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的筹备工作
进入了新阶段。3月 13日是迎第十届中国花
博会倒计时 800天，当天下午，《崇明迎花博
800 天行动计划》发布，高标准建设花博园
区、高质量发展生态产业、全面提升城乡环
境品质等 8项建设目标共计 82个建设管理
项目正稳步推进。

花博园区建设方面，园内“六馆”为“一
主五辅”六个展馆，面向复兴馆呈向心型布
置，其中永久展馆为复兴馆、世纪馆和竹藤
馆，临时展馆为花艺馆、百花馆和花栖堂。这
些场馆今年二季度将启动基础开挖、桩基施
工， 到年底场馆主体建筑力争完成 60%左
右。明年一季度完成结构封顶，开始内部装
修，2021年一季度完成内部布展、软装布置，

二季度完成试运营并开园。

备受关注的花博主轴总长 666米、宽 60

米，是串联花博园南北片区的空间主轴，连通
迎宾广场、世纪馆、复兴广场和复兴馆等功能
区，沿线将布置百岁花坛、百柱花廊、百米花
桥等，生动演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这根
主轴今年二季度将完成主要项目施工图，明
年一季度完成景观苗木种植，2021年一季度
完成竣工验收，开展花博轴主题布展施工。

据悉，崇明将新建、改建、扩建、提升一
批酒店、宾馆，培育一批开心农场、崇明生态
民宿、花博人家，重点打造一批特色酒店、特
色餐饮店。目前，一张“迎花博 800天行动计
划重点任务分解表” 已将 82个建设管理项
目的工作内容、节点计划、牵头部门和配合
部门全部清晰列明，一目了然。

昨天，部分在沪全国政协委员步出人民大会堂。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摄

上海 3月 9日

入春

陆家嘴
白玉兰迎春
盛开。

本报记者
孟雨涵 摄

全国政协委员、

农工党宁夏主委戴秀
英： 要允许社保随着
农民工走， 建立全国

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让社保
多在网上走，让农民工少跑腿。

全国政协委员、

广西来宾市副市长梁
琰：酒香也要去吆喝。

政府要为果农和商家
搭建一个线上线下的平台，“主
动出击” 摸索一条产业扶贫、经
济发展的道路。

全国政协委员、

福建省泉州市政协副
主席骆沙鸣： 加大闽
南文化等两岸属地文

化的交流。亲人之间没有解不开
的结，相信我们都能成为两岸统
一的圆梦人。

两岸统一圆梦人 酒香也要去吆喝 社保多在网上走

扫码看
申城春景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闭幕 崇尚学习 崇尚创新 崇尚团结

保持奋斗者姿态干劲 答好时代考卷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汪洋发表讲话

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13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
号召， 人民政协各级组织、各
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继续奋斗，切实把中共
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
协工作的要求落实下去，把海
内外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智慧和力
量凝聚起来，以优异成绩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把我国
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全
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 刘奇葆、

帕巴拉·格列朗杰、 董建华、万
钢、何厚铧、卢展工、王正伟、马
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
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
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
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在主席台
前排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
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 9时 30分， 闭幕会开
始。汪洋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2157 人，

实到 2123人，符合规定人数。

下转荩6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

闭幕会并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明天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会见记者

国务院总理将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13日电 3月 1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采访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届时，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将现场直播总理会见中外记者的实况。

详细报道 刊 4版荩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造提升老旧小区，会场内代表热议城市更新话题

做好咫尺之间民生福祉的大文章
刊 4版荩

■要崇尚学习、加强学习，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把科
学理论武装成果转化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下携手前进
■要崇尚创新、勇于创新，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推动

政协协商民主制度程序和运行方式的完善，推动人民政
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要崇尚团结、增进团结，加强双向发力工作，汇聚
起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合力，努力画出最大同心圆

四位顶尖建筑师
为浦东村宅露一手
将现代建筑设计理念带到乡村 刊 5版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