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北京电 （记者 杨帆 罗静雯
颜若雯）3月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重庆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
委会工作报告。

全国人大代表、市委书记陈敏尔，全国
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
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何毅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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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陈敏尔在发言时说，完全赞成全国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篇体现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思想，主题鲜明、主线突出，内容扎
实、文风朴实，充满制度自信，反映人民意
志，彰显法治精神。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大
常委会围绕大局依法履职尽责，面对挑战主
动担当作为，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一是充分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自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自觉把人大工作放在党和国家事
业全局中来谋划和推进，有力地保证了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贯彻和
有效执行。二是充分体现了服务大局的责
任担当，紧跟党中央决策部署，用法治力量
筑牢公共卫生防线，完成香港维护国家安全
重大立法任务，抓好民法典实施、长江保护

法制定等大事要事，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
有力法治保障。三是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
的价值取向，注重察民情、汇民智、聚民心，
切实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和联系人民群众的
桥梁纽带作用，使人民当家作主有效落实到
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

何毅亭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总
结去年工作客观全面、实事求是，部署今年
工作重点突出、措施有力，文风朴实、文字精
炼，完全赞同报告。2020年对于整个国家
极不平凡，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同样极不
平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在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下，全国人
大常委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人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重
大部署，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围绕
大局开展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
大事要事难事上行动快、有担当、善作为，各

方面工作都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近一年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快立法修法步伐，制定修
改22件重要法律；准确把握监督工作原则，
持续发力、压茬推进，听取审议32个报告，
开展6次执法检查，有效推动法律实施和有
关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坚持人大代表主
体地位，创新工作体制机制，加强服务保障，
人大代表作用进一步发挥；在对外交往、自
身建设等方面也取得显著成效。

唐良智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通
篇贯穿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充分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一个坚守初心、
维护核心、凝聚人心的好报告，完全赞成。
认真学了报告，深刻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
想的真理力量、理论力量、创新力量，深刻感
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政治站位高、办的大事

多、自身建设好。一是高举旗帜、维护核心，
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抓得实抓得
好。二是忠于宪法、捍卫宪法，推动宪法全
面实施抓得实抓得好。三是科学立法、高效
立法，重点领域立法抓得实抓得好。四是正
确监督、有效监督，人大监督工作抓得实抓
得好。五是尊重代表、服务代表，支持代表
履职抓得实抓得好。我们将积极支持人大
工作，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在法治轨道上推
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张轩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全面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充分体现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有
力彰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和特点，客
观展现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年来取得的突出
成绩。

（下转2版）

重庆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
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陈敏尔何毅亭唐良智张轩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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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记者 李宣
良 梅世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日下午在出席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
团全体会议时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也是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起步之年。全军
要强化责任担当、弘扬实干精神，抓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周年。

会上，方向、辛毅、齐虎广、肖冬松、王辉
青、王启繁等6位代表分别发言，就加快国
防科技创新、发展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创新
军士制度、创新人才工作、抓好我军建设年
度计划落实、提高我军资产管理效益等问题
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
要讲话。他首先对过去一年国防和军队建
设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习近平指出，
在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国内外形势错综
复杂的情况下，全军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决策部署，有力抗击疫情，加强练兵备战，持
续深化改革，狠抓规划落实，基本实现国防
和军队建设2020年目标任务，出色完成党
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习近平结合规划实施，就做好“十四五”
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局起步工作提出要
求。他强调，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决心意图，聚焦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紧紧围绕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布局谋划
和推进工作。要坚持以战领建，加强战建统
筹，抓紧推进战略性、引领性、基础性重大工
程，加快打造高水平战略威慑和联合作战体
系。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主动性，把我军

建设年度计划安排的各项工作往前赶、往实
里抓，确保早日落地见效。

习近平指出，要强化创新驱动，以更大
力度、更实举措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充分发
挥科技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要紧跟

科技强国建设进程，优化国防科技创新布
局和环境条件，用好用足各方面优势力量
和资源，大幅提升国防科技创新能力和水
平。要按照既定部署扎实推进国防和军队
改革，不断释放改革效能。创新的根本在
人才。要加强战略谋划、创新思路理念，拿
出务实举措，把我军人才工作向前推进一
大步。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战略管理，优化项
目论证方式和立项审批流程，加强重大项
目统筹调控。要强化规划计划权威性和
执行力，严格责任体系、时间节点、质量标
准，加大评估和监管力度，督促规划任务
高效落实。要推进我军现代资产管理体
系建设，把资产盘活用好，提高管理使用
效益。

习近平指出，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党和国家部署要
求，把担负的国防建设领域职责履行好。要
发扬军爱民、民拥军光荣传统，巩固和发展
军政军民团结，汇聚强国兴军强大力量。

习近平最后强调，当前我国安全形势不
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全军要统筹好建设和
备战关系，做好随时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
的准备，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
强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许其亮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魏凤
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参加会议。

习近平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

实现“十四五”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良好开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近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致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
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古特雷斯表示，您近日宣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消除绝
对贫困。我谨向中国政府和您
本人致以最诚挚的祝贺。这一
重大成就为实现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所描绘的更加美好
和繁荣的世界作出了重要贡
献。我对您的远见卓识和英明
领导深表赞赏。中国取得的非
凡成就为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了
希望，提供了激励。这一成就
证明，政府的政治承诺和政策
稳定性对改善最贫困和最脆弱
人群的境况至关重要，创新驱
动、绿色、开放的发展模式是重
大机遇，将为所有人带来福
祉。相信中国将不断取得更大
成就，实现“不让任何人掉队”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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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3月11日下午十三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人民大会
堂三楼金色大厅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为有效防控疫情，共同维护公共卫生与健康，记者会
将采用网络视频形式进行。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进行
现场直播，新华网进行现场图文直播。

3月11日下午

李克强总理将出席记者会

3月9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
为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了希
望，提供了激励。这一成就
证明，政府的政治承诺和政
策稳定性对改善最贫困和
最脆弱人群的境况至关重
要，创新驱动、绿色、开放的
发展模式是重大机遇，将为
所有人带来福祉

3月8日，下庄村民周红（左）收到送上门的包裹。
（京东物流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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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21全国两会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 实习生 谢轲）3月8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京东物流获悉，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当天迎来快
递送货上门第一单。

下庄村地处秦巴山区腹地，四面都是千米绝壁，是个名副
其实的“天坑村”。早年，村民出村只能走一条“挂”在绝壁上
的羊肠小道，需要过108个“之”字拐才能出村。如今，一条8
公里的“天路”将下庄村与外界连通。

“真没想到，我们也可以在家门口收快递了，而且送货
还这么快。”3月8日，家住下庄村的周红，收到了两天前在
网上下单的一套护肤品，而以往，她需要托村民去隔壁镇上
取货。

据周红介绍，以前购物很不方便，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出
过村。后来，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带队在悬崖上开路，虽然打
通了通往外界的公路，但由于下庄位置实在偏远，快递公司都
把商品送到相邻的骡坪镇上，村民只能自取或者托人顺路带
回来。

此次送货上门，也让京东物流成为第一家送货到巫山县下
庄村的快递企业。据京东物流巫山县营业部负责人李宏伟介
绍，京东物流加速网络下沉，2月底，包括下庄村在内的巫山几
个偏远村落都实现了送货上门。

据介绍，京东物流下一步将在下庄村设立快递代揽点。

下庄村迎来
快递送货上门第一单

3月9日，重庆高新区
西永街道，24小时智慧书
房里市民正在看书。当
日，高新区首批三座智慧
书房在西永街道、香炉山
街道、金凤镇投用。近年
来，重庆加快推进乡镇、
街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体化建设，不断提升城
市人文品质。

首 席 记 者 龙 帆
摄/视觉重庆

智慧书房
“不打烊”4版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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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
——从旺盛的春节市场看消费新趋势

重庆加快绿色转型
筑牢重要生态屏障

“两岸青山·千里林带”
扮靓母亲河

治理校外培训乱象
应标本兼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