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总工会主管主办 陕西省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刊号 CN61-0015 复字第 7487 期

邮发代号51－7 2020年5月28日 星期四 农历庚子年闰四月初六 陕工网：www.sxworker.com

SHAANXI WORKERS' NEWS
陕
西
工
人
报
微
信
公
众
号

陕
西
工
人
报
头
条
号

本报电话 有奖新闻热线：029-87344644 15309270781 记者部：87344614 发行经营部：87345725 新闻E－mail：sgbbjb1＠163.com 图片E－mail：1826283110@qq.com

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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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环驰 摄

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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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
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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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环驰 摄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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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27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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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工
作，拼搏进取，推动人民政
协成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
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用
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
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
要平台、在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
的重要渠道，更好发挥在国
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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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3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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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2151人，实到 2043人，符
合规定人数。

会议选举李斌为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秘书长。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

决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
关于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
告、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
治决议。委员们一致赞成并支持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作出决定。

汪洋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是在我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战决胜阶段的重
要时刻召开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
志出席会议，与委员共商国是。全体委员围
绕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落实决战决胜目标任务，积极建言资政，
广泛凝聚共识，充分体现了专门协商机构在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是一次民主、团
结、求实、奋进的大会。

汪洋指出，今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历史交汇之年，人民政协要胸怀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以实际行动和履职成
效，交出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合格答
卷。要从伟大抗疫斗争中汲取力量、坚定信
心，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进各族人民的
大团结，充分做好应对风险考验的思想准备
和工作准备。要紧扣目标任务提高履职能
力、增强工作实效，更好地把作风之实和履
职之能结合起来，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努力做到建言资政有用、凝聚共识

有效，以良好作风保证履职
成效。要提高履职本领，增
强当好专门协商机构成员的
基本功，多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把握政协工作规律和
协商方法要义，增强资政建
言的前瞻性、精准性，提升凝
聚共识的针对性、有效性，广
泛汇聚人心和力量。

汪洋强调，人民政协要
为实行中国式民主发挥作
用、作出贡献。人民政协运
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优势，
有效组织各党派团体和各族
各界人士建言资政、凝聚共
识，有利于把坚持中国共产
党领导与多党派合作有机统
一起来，有利于把充分发扬
民主与正确实行集中、有序
政治参与有机统一起来，有
利于把切实增进团结与推
动工作落实有机统一起
来。要提升人民政协专门
协商机构的制度效能，推进
具有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共
同目标追求、共同根本利益
的政治共同体建设，更好为
国家治理添助力、增合力。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
还有：丁薛祥、王晨、刘鹤、许
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
鸿忠、杨洁篪、杨晓渡、张又

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琨、黄
坤明、蔡奇、尤权、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
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
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
华、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周强、
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列席闭幕会。外国驻华使节等
应邀参加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2020年，困难和挑战前所未有。
透过全国两会这扇窗口，我们看到一个信心如

磐的中国，一个汇聚起磅礴力量的中国。
站在实现百年奋斗目标和千年小康梦想的历

史交汇点上，中国巨轮风雨无阻，砥砺前行。

信心——在困难中孕育新希望

有困难，更有信心，这是两会传递的鲜明信号。
两个“1万亿元”，特殊举措稳住发展基本盘；

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今年
两会提出一揽子“硬核”举措，让海内外看到了中
国战胜困难的实招。

“中国正在为经济发展注入确定性。”上海社科
院副院长张兆安代表说，无论是“真金白银”的减
税降费，还是将保市场主体与保就业紧密结合，两
会向市场传递了强有力的信心。

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中的各种堵点，是企业
家代表委员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产业链上下游是命运共同体。”正泰集团董
事长南存辉委员说，各项政策持续发力，就能使中
小微企业得到更加精准有效的扶持。

在严峻挑战背景下，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这次特殊的两会汇聚广泛共识，凝聚
起强大的信心力量。 （下转第三版）

从全国两会看中国信心
砥砺前行 使命必达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5月 27日，
省农林水利气象工会召开一届五次全
委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
考察重要讲话和给郑州圆方集团职
工回信精神，传达落实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来
省农林水利气象工会调研时的讲话
精神。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张剑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农林水利
气象工会主席周晓芳代表常委会作
工作报告。

张剑指出，省农林水利气象工会

自立届以来，工会一班人目标明确、
思路清晰、措施得力，工会上下关系
融洽，工会干部奋发有为，工会工作
成绩突出。希望省农林水利气象系
统各级工会以新姿态、新作风助推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为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
新篇章贡献工会力量。

张剑强调，省农林水利气象系统
各级工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和给郑州圆
方集团职工回信精神。要创造性开

展产业工人思想引领工作，打造新型
开放的“职工书屋”，建立“1+X+100”
微信联系服务职工工作载体，强化理
想信念教育和制度自信宣传教育。
要通过网上“认购半亩地”“认领一棵
树”等工会活动，助力打赢脱贫攻坚
战。要利用网上普惠平台宣传发动、
组织报名，开展乡村电商支持活动和
职工亲子游、走进乡村游等活动，为
新农村建设注入工会力量。

会议要求，省农林水利气象系统
各级工会干部要认真履职尽责，切实

当好职工群众的“娘家人”“贴心人”。
要着力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加强困难
职工帮扶工作，加大城市困难职工解
困脱困工作力度，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安排部
署，发挥产业工会组织优势，为我省脱
贫攻坚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会议审议通过了工作报告和经费
审查工作报告，履行了有关人事事项，
表彰了先进单位和个人。

省农林水利气象工会第一届委员
会委员90余人参加会议。

省农林水利气象工会召开一届五次全委会议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5月26日至 27日，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到铜
川市耀州区督导脱贫攻坚工作。郭大为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
话精神，只争朝夕、真抓实干，敬终如始、顽强
作战，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确保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近年来，铜川市耀州区累计实现 6218 户

20549人脱贫，58个贫困村
全部退出，贫困发生率从
2001 年 的 12.31% 下 降 至
0.72%，2019 年顺利退出了

“贫困县”序列。
郭大为先后来到耀州

区照金镇高尔塬村艾草加
工社区工厂、高尔塬村大棚
蔬菜基地，庙湾镇柳林村东
石坡移民搬迁点、柳林村山
桃核扶贫加工厂、蔡河村神
水移民搬迁安置点、蔡河村
香菇种植基地，天宝路街
道办崔兴村食用菌加工企
业以及石柱镇克坊村程明
牧业等地，察看艾草、香
菇、湖羊等扶贫产业、扶贫
安置点服务管理和社区工

厂带动促进脱贫情况，特别是吸纳贫困户就
业、职工工资待遇和福利等情况。走进脱贫群
众家中，了解扶贫政策落实和生产生活情况。
到乡村卫生所，了解地域性疾病的发生率，高
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的治疗报销情况。

郭大为指出，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
完成的硬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扎实开展“三排
查三清零”百日冲刺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让脱贫成效经得起历史检验、获得群众认
可。他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抓大不
放小，夯实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基础。社区工厂在
帮助贫困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业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要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稳定利益联结机
制。扶贫企业要用好地域文化和资源优势，做精
产品，提高附加值，加强品牌建设，严格把控产品
生产流程，努力实现企业发展和群众受惠“双
赢”。要着眼长远，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让群众早日过上美好的小康生活。

郭大为要求，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要发挥资源
优势，在助力脱贫攻坚中展现新作为，把消费扶
贫作为工会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把陕西
工会百万职工消费扶贫行动方案落到实处，组
织开展好消费扶贫行动，把优质农产品变为群
众的“钱袋子”。

在此期间，郭大为出席了铜川市总工会开
展的“情系老区·助力成长”关爱农民工子女暨
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赴“红军小学”走访慰问
活动，给孩子们送去节日问候，并叮嘱孩子们传
承好红色基因，好好学习，茁壮成长，将来为祖
国建设作贡献。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
员王建领，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马雅春，省总
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剑等一同调研。

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郭大为在铜川市耀州区督导脱贫攻坚工作时强调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28日上午举行代表小组会议，审议关于政
府工作报告、年度计划、年度预算、全国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六个决议草案，民法典草案建

议表决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的决定草案建议表决稿，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接受冯忠华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等职务的请求的决定，召开主席团第四次会议。

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

闭幕会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人民大
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
提问。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 李克强总理出席记者会 成功登顶！

珠峰测量登山队站上世界之巅
（详见第四版）

郭大为在耀州区照金镇高尔塬村艾草加工社区工厂同
务工人员亲切交谈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