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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报刊

习近平同喀麦隆总统比亚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动中喀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习近平指出，

中国永远做非洲的真诚朋友和可靠伙伴

习近平应约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马克龙祝贺习近平当选连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中方

愿同法方一道，把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打造得更加富有生机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报告过去五年政府工

作，对今年工作提出建议，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委员
提出意见。

一、过去五年工作回顾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的五
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极其错综
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开创新局面。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制定了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
远历史意义。各地区各部门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十
二五”规划胜利完成，“十三五”规划顺利实施，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五年来，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国内生产总值从54
万亿元增加到82.7万亿元，年均增长7.1%，占世界经济
比重从11.4%提高到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
超过30%。财政收入从11.7万亿元增加到17.3万亿元。
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1.9%，保持较低水平。城镇新增
就业6600万人以上，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了比较充分
就业。

五年来，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消费贡献率由
54.9%提高到58.8%，服务业比重从45.3%上升到51.6%，

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高技术制造业年均增长11.7%。
粮食生产能力达到1.2万亿斤。城镇化率从52.6%提高
到58.5%，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

五年来，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全社会研发投入
年均增长11%，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科技进步贡献率
由52.2%提高到57.5%。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
大飞机等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铁网络、电子商务、
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世界潮流。“互联网+”广泛融
入各行各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日均新设企
业由5千多户增加到1万6千多户。快速崛起的新动能，
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格局、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中
国创新发展的新标志。

五年来，改革开放迈出重大步伐。改革全面发力、多
点突破、纵深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
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推动政府职能发生深刻转变，市场
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明显增强。“一带一路”建设成效显著，
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结构优化、规模稳居世界前列。

五年来，人民生活持续改善。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
进展，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易地扶贫搬迁830万人，
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居民收入年均增长
7.4%、超过经济增速，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
体。出境旅游人次由8300万增加到1亿3千多万。教育
事业全面发展。社会养老保险覆盖9亿多人，基本医疗
保险覆盖13.5亿人，织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7岁。棚户区住房改造2600多万
套，农村危房改造1700多万户，上亿人喜迁新居。

五年来，生态环境状况逐步好转。制定实施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三个“十条”并取得扎实成效。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能耗、水耗均下降20%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
量持续下降，重点城市重污染天数减少一半，森林面积增
加1.63亿亩，沙化土地面积年均缩减近2000平方公里，
绿色发展呈现可喜局面。

刚刚过去的2017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全
面完成并好于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9%，居民收入
增长7.3%，增速均比上年有所加快；城镇新增就业1351
万人，失业率为多年来最低；工业增速回升，企业利润增
长21%；财政收入增长7.4%，扭转了增速放缓态势；进出
口增长14.2%，实际使用外资136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经济发展呈现出增长与质量、结构、效益相得益彰的良好
局面。这是五年来一系列重大政策效应累积，各方面不
懈努力、久久为功的结果。

过去五年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成就，发生的深层
次、根本性变革，再次令世界瞩目，全国各族人民倍感振
奋和自豪。

五年来，我们认真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决策部署，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创新和完善宏
观调控，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稳中向好。这些
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保护主
义明显抬头。 （下转2版）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2018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3 月 22
日，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全国两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和其他团组审
议时重要讲话、人大闭幕会上重要讲话
精神，以及全市领导干部大会精神。

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唐良智主持
会议并讲话。市领导吴存荣、陈和平、陆
克华、刘桂平、屈谦、潘毅琴、李殿勋、李
明清等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的全国两会，举世瞩
目，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全体人大代
表的集体意志，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
心愿。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拥护、人民
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军队统帅、
人民领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要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四个服从”，严格按照市委“三个确保”
的政治承诺，坚决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党、党中央的核心地位维护好，把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好。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团

组审议时重要讲话和人大闭幕会上重
要讲话，特别是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
重要讲话，为重庆各项事业发展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按照陈
敏尔书记要求，在全面学懂弄通做实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下足功夫。要学
深悟透，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转化
为果，做实“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
清水秀美丽之地，努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目标要求。要坚
持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坚持破立并
举，全面彻底干净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

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推动形成良好
的政治生态。

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全国两会精
神，细化实化工作举措。要干字当头、实
字托底、落地落细，全面贯彻落实政府工
作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主动融入国家
战略，加强重大政策、项目等衔接，大力
推进“三大攻坚战”“八项行动计划”等任
务。要结合开展“兴调研转作风促落实”
行动，尽快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政策举
措，强化督查落实，让重庆各项工作迈上
新台阶。

会议强调，要自觉在宪法法律范围
内活动，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引导广大干
部群众做宪法的忠实尊崇者、自觉遵守
者、坚定捍卫者，大力推动宪法贯彻实
施，确保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要对标对表中央改革部署，在市委的统
一领导下，蹄疾步稳推进机构改革工作，
确保如期、平稳、圆满完成改革任务。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唐良智主持并讲话

（据新华社）

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
3月22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
书记、市长唐良智会见了怡和集团主
席亨利·凯瑟克爵士一行。市领导王
赋、刘桂平参加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对亨利·凯瑟克
一行来渝考察表示欢迎。陈敏尔说，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习
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要
求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
水秀美丽之地，努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为新时代重庆发
展指明了方向。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
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具有承东启西、
沟通南北、通达江海的区位优势，向东
有长江黄金水道入海，向西有中欧班

列（重庆）到中亚、欧洲，向南有渝黔桂
新铁海联运通达东南亚，交通条件良
好，市场空间广阔。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离不开现代服务业
支撑。怡和集团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
面经验丰富，希望双方加强合作交流，
拓展合作领域，努力推动在物流、商
贸等现代服务业的务实合作。

亨利·凯瑟克感谢重庆市热情友
好的接待。他说，怡和集团与重庆有
深厚渊源，重庆营商环境、投资环境
不断改善，我们对重庆未来发展充满
信心，对双方合作充满期待。怡和集
团将加大在渝投资力度，为重庆发展
贡献力量。

怡和集团和市有关区县、部门负
责人参加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会见
怡和集团主席亨利·凯瑟克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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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踏层峰望眼开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诞生记

为了人民重托
——记政府工作报告起草

3版刊登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3 月 22
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
习全国两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和其他团组审
议时的重要讲话、人大闭幕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学习贯彻市委全市领导干部

大会会议精神。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主持会议并

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学普、张
定宇、夏祖相，秘书长龙华出席会议。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黎明、沈金强列席
会议。 （下转5版）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张轩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戴娟）3月22日，
市政协先后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五届三
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两会期间重要讲话精神、全国两会
精神及全市领导干部大会精神。市政协
党组书记、主席王炯主持会议并讲话。

王炯指出，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全
国两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
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
政协委员要按照市委统一部署，深入学
习，吃透精神，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全国两会精神上来。 （下转5版）

市政协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王炯主持并讲话
3月21日，巴南区双河口镇北隘口村，双河口镇“百姓名嘴”宣讲团成员

以归纳总结、读报与快板的形式向百余位村民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
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全国两会精神。据了解，这样的宣讲将覆
盖全镇各村（社区）、驻镇单位，把全国两会精神面对面传达到全镇群众干
部心中。 记者 谢智强 摄

（相关报道见6、7版）

院坝坝头学两会

本报讯 3月21日，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
会，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和其他团组审议时的重要讲
话、人大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了原汁原味传
达好精神，此次领导干部大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
召开，除了区县和部门负责同志之外，各乡镇、街道负
责人也在分会场参加会议。大家可以亲耳聆听会场
声音，目睹会场实况，精准学习领会精神。

市委把全国两会精神原汁原味传达到基层，在广
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这既是
一次最直观的传达，也是一次最生动的学习，令人备受
鼓舞，备受启发，一定不辜负总书记对重庆的高度重视
和亲切关怀，努力推动重庆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直达基层、直抵内心”
全国两会刚结束，市委通过电视电话会议原汁原

味传达全国两会精神，广大基层干部认为，这种传达
形式十分高效务实，更利于基层精准把握会议精神。

江北区寸滩街道党工委书记屈亚军在江北区分
会场参加了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屈亚军说，“这种会
议形式，让总书记的关怀直达基层、直抵内心，总书记
的指示和号召让人振奋、催人奋进，更能激发起基层
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这种原汁原味、原原本
本的传达，让基层党员干部更明了党中央对重庆、对
干部、对基层的期望和要求，让我们干有方向、干有目
标、干有思路、干有举措。”

“全市领导干部大会通过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
开，让我们理解更透彻，印象更深刻。”北碚区北温泉
街道党工委书记冯昊表示，他们将按照中央部署和市
委要求，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积极构建“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促进民营企业
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要围绕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以缙云山沿山旅游带为重点，打造现代特色
农业生态园，大力发展农旅、文旅融合产业项目。

“市委采取电视电话会议形式，传达学习全国两
会精神，尤其是总书记到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这使我们能够原汁原味地吸收，效果很
好。”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党工委书记余炳友坦言。结合
实际贯彻落实，李家沱街道将重点抓好四方面工作：一
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认认真真抓党建，踏踏实实谋发
展，建设清朗李家沱；二是坚持新发展理念，着力发展
以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建设开放李家沱；三
是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建设美丽李家沱；四是
坚持共享共建共治，建设和谐李家沱。（下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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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干部群众纷纷
表示，这既是一次最直观
的传达，也是一次最生动
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