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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信祝贺首个“国际茶日”

共品茶香茶韵 共享美好生活
新华社北京 5月 21日电 今年 5

月 21日，是联合国确定的首个“国际
茶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际茶
日”系列活动致信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茶起源于中国，盛
行于世界。联合国设立“国际茶日”，

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茶叶价值的认可
与重视，对振兴茶产业、弘扬茶文化

很有意义。 作为茶叶生产和消费大
国，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茶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深化茶文化交融
互鉴，让更多的人知茶、爱茶，共品茶
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

茶是世界三大饮品之一， 全球
产茶国和地区达 60 多个，饮茶人口
超过 20 亿。2019 年 12 月，联合国大

会宣布将每年 5 月 21 日确定为“国
际茶日”，以赞美茶叶的经济、社会
和文化价值， 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
续发展。今年“国际茶日”期间，我国
农业农村部与联合国粮农组织、浙
江省政府以“茶和世界 共品共享”

为主题， 通过网络开展系列宣传推
广活动。

上海代表举行组团会议
推选蒋卓庆为团长，龚正

沈春耀廖国勋为副团长
本报北京 5月 21日专电 （特派记者 谈燕 王海燕）

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上海市代表今天下午举
行组团会议，推选蒋卓庆为上海市代表团团长，龚正、沈春
耀、廖国勋为上海市代表团副团长。

会议还产生了 3个小组的召集人，并酝酿了大会主席
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以及大会议程（草案）。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在京开幕

汇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小康智慧力量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到会祝贺
汪洋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张庆黎主持 郑建邦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新华社北京 5 月 21 日电 不忘初
心凝聚复兴伟力，携手前进共商发展大
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21日下午在人民
大会堂开幕。这次大会将紧扣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组织全国政协委员
积极履职尽责，汇聚起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智慧和力量。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内灯光璀
璨，气氛庄重。悬挂在主席台正中的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熠熠生辉，十
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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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
等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应出席
委员 2151 人，实到 2057 人，符合规定
人数。

下午 3时， 张庆黎宣布大会开幕，

全体起立，奏唱国歌。随后，全体与会人
员默哀 1分钟，向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
士和逝世同胞表示深切哀悼。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
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程。

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汪洋强调，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 70周年。中
共中央召开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精辟论述新时代
人民政协工作的使命任务、 根本要求、

着力重点，深刻揭示人民政协与国家治
理体系的内在联系，为新时代人民政协
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汪洋总结了过去一年多来人民政
协工作。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政协全国委
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
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聚焦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打好三大攻
坚战等任务，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设，

认真履行各项职能，为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在近期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人民政协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
中央决策部署，动员政协各级组织、

各参加单位和广大委员参与疫情防控
斗争。 下转荩6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 深入贯彻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
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发扬民主
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
聚共识双向发力，发挥专门协商机构
作用，广泛团结动员参加人民政协的
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紧扣统
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履职尽责、凝心聚力，为确
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贡献

5月 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
报告工作。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今年政协工作总体要求

全体与会人员
默哀 1分钟
右图：全体与会人员默哀 1 分钟，向

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表示
深切哀悼。逝者安息，生者奋进，在磨难中
奋起的中华民族，力量更加凝聚。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临港这片热土不断创造“新奇迹”
洋山特殊综保区揭牌、企业早早复工、重大项目重大工程相继落地开工

刚刚过去的一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
片区再度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我国第一
个特殊综合保税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
区通过国家 8部委联合验收，正式揭牌。

从国务院批复，到通过预验收，只用 3

个月时间。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样的
速度堪称“奇迹”，但并不“唯一”。新片区内
企业早早复工复产， 特斯拉超级工厂产能
甚至提升到了每周3000 辆； 重大项目相
继签约落地，重大工程接连开工建设……

种种迹象表明，临港新片区早已恢复发展

节奏，逆势而上跑出改革创新加速度。

去年 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
时对临港新片区建设提出了 “五个重要”的
新要求。牢记总书记嘱托，临港人如今正在
这片沸腾的热土上，创造更多发展新奇迹。

一张热红外影像图“火”了
打开上海确诊病例分布查询系统，人们

发现，在大治河以南，东海之滨，这片神奇的
土地没有一例确诊病例。

3月刚至， 一张遥感卫星热红外影像图
“火”了。临港新片区产业区已被大面积的橙
红色块覆盖，呈现一片红火之势———人员返

岗、工厂开工，厂房的温度也随之升高。

驻扎在临港的记者体会最深的，是很快
恢复到往日热闹景象的 S2沪芦高速。 它是
临港新片区对外主要交通枢纽， 车多了，走
起来不如春节期间那么畅通爽快。但细看这
些多出来的车，有装满物料、产品的重型卡
车，有接送员工的大巴班车。载着“新鲜出
厂”的国产 Model 3汽车的平板车从特斯拉
超级工厂驶出，也接连汇入这条高速公路。

企业复工复产多少会受疫情影响。如何
尽量减少这些影响，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对
一个区域的营商环境是一次“大考”。临港新
片区在疫情发生后，迅速推出《临港新片区

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施》。记者采访过的许多企业，

都觉得这 16条政策精准、力足，兑现也堪称
“神速”，企业往往上午申请，下午就收到了
补贴款项，“解决了关键时期的困难”。

管委会还通过新搭建的“临港新片区共
享员工”服务平台、企业防疫专员等多种方
式帮助区内企业。 当经济社会运转重回正
轨，临港新片区常说的“加速度”也开始显
现。早在 2月初，新片区就与 12个重点产业
项目签约；2月底，产业园区 1470家企业复
工率达到了 95％，产值 1亿元以上的企业与
上千个在建项目全部复工。 下转荩6版

牢记嘱托，贯彻落实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的“五个重要”新要求

“新基建”能力提升
中国更有经济韧性活力

两会首场“委员通道”举行，通过
网络视频接受媒体采访

真担当 靠得住 站得出 敢发声
政协工作报告：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 刊 3版荩

疾控改革不能
光靠增加投入买设备

代表委员建言补短板：疫情反映出公共
卫生专业人才数量、能力双不足，应重视基
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

刊 3版荩

刊 5版荩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 9时开幕
■将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和关于民法典草案的说明，预备会议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大会议程日程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激发制度优势 凝聚奋斗伟力———热烈祝贺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 刊 2版荩

“一分钟”背后的
人心与共识 刊 5版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