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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0
日参加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
表团的审议。

会上，雷金玉、张林顺、兰平勇、康涛、陈
国鹰、潘越、丁世忠、章联生等8位代表先后
围绕打好脱贫攻坚战、建设美丽乡村、发展
远洋渔业、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建设“数字中
国”、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创新发展、促进老
区苏区发展等问题发表意见。有的代表谈
到以创新变革打造民族品牌，习近平说，你
2001年就做这件事，现在仍然在做，而且越
做越大。做企业、做事业不是仅仅赚几个钱
的问题。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做实业，这是
本分。

习近平在最后的重要讲话中肯定福建
的工作，希望福建的同志坚持以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做好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
工作，努力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上再创佳
绩，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上作出示范，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打下坚实基础。

习近平强调，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
造的良好发展环境。要向改革开放要动力，
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不
断增强我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影响力、竞争
力。要坚持问题导向，解放思想，通过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给创新创业创造以更好的环
境，着力解决影响创新创业创造的突出体制
机制问题，营造鼓励创新创业创造的社会氛
围，特别是要为中小企业、年轻人发展提供
有利条件，为高技术企业成长建立加速机
制。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鼓励引导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为各类
所有制企业营造公平、透明、法治的发展环

境，营造有利于企业家健康成长的良好氛
围，帮助民营企业实现创新发展，在市场竞
争中打造一支有开拓精神、前瞻眼光、国际
视野的企业家队伍。要发挥经济特区、自由
贸易试验区、综合实验区、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核心区等多区叠加优势，不断探索新
路，吸引优质生产要素集中集聚，全面提升
福建产业竞争力，力争在建设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上走在前头。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
展新路。对台工作既要着眼大局大势，又要
注重落实落细。两岸要应通尽通，提升经贸
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
业标准共通，努力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
的第一家园。要加强两岸交流合作，加大文
化交流力度，把工作做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心
里，增进台湾同胞对民族、对国家的认知和
感情。

（下转2版）

本报北京电 （记者 杨帆 张珺）3月
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重庆代表团
举行全体会议、小组会议，审议外商投资法草
案。

全国人大代表、市委书记陈敏尔，全国人
大代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校
（院）长何毅亭，全国人大代表、市委副书记、
市长唐良智，全国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张轩参加。

陈敏尔说，完全赞成外商投资法草案。
外商投资法草案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关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
部署，必将为促进外商投资、营造国际一流营
商环境、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在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制定出台外商
投资法，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举措，向世界宣示了
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和坚强
信心。草案站位高、规格高、质量高，体现了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导向，体现了一视同
仁、平等对待的精神，无论是立法形式还是内
容都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从法律层面给广
大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吃下“定心
丸”。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是习近平总书
记对重庆的殷切希望，是中央赋予重庆的重
大使命和任务。我们要深入落实中央关于推
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系列重大部署，积极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认真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外商投资法，持续营
造良好营商环境，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加大外

商投资合法权益保护力度，努力在西部内陆
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

唐良智说，制定外商投资法，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是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的重要举措，彰显了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
的一贯立场，宣示了我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
底的坚定决心，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
国际投资规则变化的新趋势。外商投资法草
案强化外商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外商投
资平等参与竞争，突出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保
护，确立了全面开放新格局下外商投资法律
制度的基本框架，是一部“促进的法”“保护的
法”“管理的法”。我完全赞成。重庆将深入
贯彻实施外商投资法，着力完善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更好吸引、保护、管理外

商投资，以高水平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张轩说，外商投资法草案是贯彻党中央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对保障和服务高
水平对外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赞
成将草案提请本次大会表决通过。建议授
权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
法制定地方性法规，尽快出台外商投资企业
投诉工作机制的规程，及时清理涉及外商投
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做好上位法、地
方性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衔接，建立公平稳
定、中央和地方一致的外商投资制度体系。
草案通过以后，建议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积极
指导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外国投资者理解
我国外商投资管理的原则、制度和规范，更
好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充分发挥外商投资的
积极作用。

刘玉亭、吴存荣、王赋、莫恭明、杜黎明、
刘桂平、李殿勋、杨临萍、贺恒扬、骞芳莉、孙
宪忠、潘复生、周勇、蒲彬彬、李秋、沈铁梅、谭
平川、王小万、吴彦 、郭永宏等代表发言。
大家认为，制定外商投资法对促进外商投资，
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推动新一轮高水平
对外开放具有重要作用。

重庆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
陈敏尔何毅亭唐良智张轩参加

3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的审议。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习近平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

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

本 报 讯 3 月
10 日下午，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福建代
表团审议时发表的
重要讲话，在重庆团
代表、住渝全国政协
委员和重庆各界人
士 中 引 起 热 烈 反
响。大家纷纷表示，
将学习好、领会好、
贯彻好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坚持问题
导向，解放思想，真
抓实干，营造更好的
创新创业创造环境，
努力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释放更多动力
与活力。

全国人大代表、
荣昌区委书记曹清
尧说，习近平总书记
对营造良好的创新
创业创造环境作出
重要指示，为我们指
明了方向。我们将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勇于担当，苦
干实干，在全国第一
个农牧特色国家高
新区和国家生猪大
数据中心建设中，抓
住新技术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重要机遇，
适应创新创业主体
大众化趋势，完善场
地、网络、资金、人才
等扶持政策，在“高、
新、特”上求创新，在
大众创业上求发展，
在大数据、智能化上
求创造，加速培育一
批创新创业创造人
才，带动一批高质量
发展企业，以优异成
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更加坚
定了我们搞改革、搞
创新的底气。”全国
人大代表、九龙坡区
谢家湾小学党委副
书记、校长刘希娅
说，总书记在福建代
表团审议时强调，要
营造有利于创新创
业创造的良好发展
环境，“这将激励我
们心无旁骛地干好教育工作。”她说，近年来，谢家湾小学大胆
闯、大胆试，着力破除影响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努力让
教育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她说，谢家湾小学
的课改走在全国前列，赢得了中国教育领域第一个中国质量
奖。目前，谢家湾小学成为教育部培训全国校长、老师课程领
导力的导师基地。下一步，学校将更加努力，围绕中共中央、
国务院不久前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潜心研究教育
教学的发展规律和路径，破解困扰当前基础教育的诸如学习
方法、素质教育等难题，努力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刘文贤说，习近平总
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鼓励引导支
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他说，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
府应积极作为。在优化环境、搞好服务方面，刘文贤建议，设立
统一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综合协调机构，协调解决民营经济发
展的重大问题，避免职能交叉、多头管理、政出多门、责任推诿、
民营企业求助无门等现象发生；构建自上而下的企业投诉维权
处理机制，畅通民企反映诉求渠道，加强对民企投诉维权情况
的研究和分析，提出完善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建议；建立政府与
民企常态化沟通机制，出台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行为规范，确
保亲而有界、亲而有度，清而有责、清而有为。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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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形成主要应依靠市场力量，让企业自主决策，
政府顺势而为，加强引导和扶持，切不可主观臆断。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民族宗教委主任丁时勇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养老特别是社区养
老服务业。建议充分发挥服务型企业的专业优势，鼓
励具有普遍服务能力的企业进入养老行业，运用大数
据智能化等技术，推动“智慧养老”模式惠及更多老
人。
——全国人大代表、中移铁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郭永宏

应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让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更好地“活在当下”。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主任王济光

（记者 罗静雯 戴娟 张莎）

两会声音

去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参加
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重庆改革
发展定向导航，令广大巴渝儿女备受鼓
舞，倍添动力。光阴荏苒，一年后的今天，

参加全国两会的重庆团全国人大代表和
住渝全国政协委员回忆起当时温暖的场
景，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言犹在耳，激励着
大家只争朝夕、奋斗不辍。展望未来，大
家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紧紧围绕总书记
对重庆提出的重要指示要求，继续努力奋
斗，切实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
重庆大地上，奋力推动重庆各项事业实现
新发展。

这一年 我们牢记嘱托奋力前行
3版刊登

山城步道
让你“慢”下来品味重庆

据新华社西昌3月10日电 （记
者 陈芳 胡喆）“芯级箭体直径9.5
米级、近地轨道运载能力50吨至140
吨、奔月转移轨道运载能力15吨至
50吨、奔火转移轨道运载能力12吨
至44吨……”这是我国正在进行关键
技术深化论证的重型运载火箭长征九
号研制的一系列指标。记者在长征系
列运载火箭第300次发射现场采访时
了解到，我国重型运载火箭已取得阶
段性成果，任务规划预计将于2030年
前后实现首飞。

“长征九号运载火箭是航天强国的
重要支撑，是大规格利用空间资源的基
础，是开展大规模深空探测的前提。”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院长郝照平介绍，
长征九号运载火箭目前进展顺利，重型
火箭总体方案已经通过了集团级专家
评审，各分系统方案基本明确。

“如果在大推力发动机、大直径结
构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实现突破，长征
九号运载火箭将有望在2030年前后
实现首飞，这将大幅提升我国自主进
入空间能力。”郝照平说。

长征九号运载火箭箭体直径9.5
米，全箭总长近百米，运载能力是现有
中国火箭最大运载能力的5倍多，最
大运载能力和综合性能指标将达到国
际运载火箭的先进水平。

长征九号运载火箭的研制成功将
满足未来较长时期国内深空探测、载
人月球探测等国家重大科技活动的任
务需求。据初步统计测算，2030年前
后，重型火箭发射需求4到5发，2030
至 2035 年发射需求 10 次左右,到
2050年发射需求更多。

长征九号重型运载火箭研制取得阶段性成果
有望在2030年前后实现首飞，将大幅提升我国自主进入空间能力

● 做企业、做事业不是
仅仅赚几个钱的问题。实实
在在、心无旁骛做实业，这是
本分。

● 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
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要
向改革开放要动力，最大限度
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
能，不断增强我国在世界大变
局中的影响力、竞争力。要坚
持问题导向，解放思想，通过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给创新创
业创造以更好的环境，着力解
决影响创新创业创造的突出
体制机制问题，营造鼓励创新
创业创造的社会氛围，特别是
要为中小企业、年轻人发展提
供有利条件，为高技术企业成
长建立加速机制。

● 要在对台工作中贯彻
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像
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
湾同胞。

● 要坚持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找到问题根源，增强
脱贫措施的实效性。各级领
导干部要有不怕疲劳、连续作
战的顽强作风，深入一线，深
入群众，及时解决脱贫攻坚中
的难点问题，确保各项目标任
务如期完成。

央视昨播出《对话》特别节目

解码重庆人民的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