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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在困难中孕育新希望

决心———我们的目标一定要实现

恒心———必定在磨砺中达成梦想

荩 均刊第三版荩 刊第五版

吸引力

聪明的企业家不会放弃中国市场

全方位

把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组合拳

创设更加高质量的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唐玮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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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庚子年闰四月小初五 闰四月十四 芒种

今天多云， 早晨前后局部地区有雾 温度: 最低17? 最高28℃ 东北风2-3

级，下午转东南风3-4级 明天多云 温度:最低21℃ 最高31℃ 偏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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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 ， 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

代表团审议时表示， 湖北人民、 武

汉人民为疫情防控作出了重大贡

献， 付出了巨大牺牲。 武汉不愧为

英雄的城市， 湖北人民和武汉人民

不愧为英雄的人民。

在眼下这样的特殊时刻， 总书

记的这番话意味深长， 让我们对何

为英雄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更让

我们对闯过当前的难关有了十足的

信心。

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英

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英雄主义

从来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

分。 但是， 在很长时间里， 我们习

惯于把英雄看作天选之子， 当天降

大任 ， 他们以常人所不具备的伟

力， 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 而这一

次， 正如网友们说的那样， “没有

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

凡人” ———不仅仅是医护人员、 军

人、 警察， 还有建筑工人、 快递小

哥、 汽车司机、 飞行员、 社区工作

人员、 志愿者等， 面对疫情， 他们

也有脆弱 ， 面对家人 ， 他们也有

不舍 ， 但他们最终选择了坚守岗

位 。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

院援鄂医护人员程鑫在日记里

写 ： “我们何谓英雄 ， 只是换了

一个地方工作 。 ” 然而正是通过

他们， 大家恍然意识到， 原来忠于

职守， 爱岗敬业， 有良善的心和过

硬的业务能力， 就可以负重前行，

成为英雄。

一旦对于英雄有了正确认知，

崇尚英雄的社会共识就会转化为每

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动： 做

好本职工作， 为经济社会的良好运

行作出自己的贡献， 同时尊重身边

每天遇到的这样的人 ， 让不同个

体、 不同职业、 不同身份之间的相

互理解和关爱成为一种常态， 那么

我们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 也终将

英雄辈出。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

夕烟。

一场疫情给我国发展造成了前

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 要维护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确保完成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目标任务， 唯有凝心聚力。 习

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 人民是我们

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 正如抗疫期

间， 是广大人民积极行动， 汇聚成

战胜疫情的 “中国力量”， 我们同

样有信心把崇尚英雄的社会共识，

凝聚成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 实现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目标任务！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坚决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2020年目标任务，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习近平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强调
在常态化防控前提下扎实推进军队各项工作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记者李学勇
李宣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 26 日下午在出席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

体会议时强调，全军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

而上，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扎实推进军

队各项工作， 坚决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 2020

年目标任务，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

任务。

会上 ，李勇 、何雷 、王海 、黎火辉 、崔玉

玲、钟志明、王辉青、刘光斌等 8 位代表分别

发言，就我军执行疫情防控任务、加强疫情

条件下练兵备战、加快生物安全防御能力建

设、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立法工作、抓好我

军建设“十三五”规划落实和“十四五”规划

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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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首先对全军部队执行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任务情况给予充分肯定。 习近平指

出， 这场疫情防控斗争对我军是一次大考。

人民军队听党指挥、闻令而动，在疫情防控

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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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疫情防控斗争对我军是一次大考。人民军队听
党指挥、闻令而动，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
出了突出贡献。 实践再次证明，人民军队始终是党和人民
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

实践再次证明，人民军队始终是
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

■ 这场疫情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我国安全
和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要坚持底线思维，全面加强练
兵备战工作，及时有效处置各种复杂情况，坚决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国家战略全局稳定。 要探索常
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练兵备战方式方法，因时因势搞好科
学调控，加紧推进军事斗争准备，灵活开展实战化军事训
练，全面提高我军遂行军事任务能力

疫情对世界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对我国安全和发展也产生深刻影响

国务院总理记者会将采用网络视频形式进行
明天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将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5 月 28 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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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推动中央交付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加速往实处落、往深里做

“稳外资”成为今年两会现场一大热门话题，特殊时期，机会只会属于有准备的城市
跨国公司亚洲总部“搬迁”背后，折射出申城以开放育新机、开新局的行动力吸引力

“为什么是上海？ ”这是沃尔沃建筑设

备中国执行董事詹旭最近经常被问到的一

个问题。 疫情期间，这家世界 500 强沃尔沃

集团旗下企业作出一个重大决定———把亚

洲区总部搬到上海自贸试验区金桥片区 ，

大幅度提升能级， 管理的业务超过全球总

量的一半以上。

上海一直是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首选

地，在当前全球战“疫”的大背景下，宏观经

济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 国际资本都在寻

找更安全的“避风港”。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要坚定不移扩

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

改革促发展。

全国两会现场， “稳外资” 成了一大

热门话题。 不少代表、 委员建言， 缩减负

面清单， 不断放宽市场准入。 这恰恰是上

海正持续发力的方向———多措并举鼓励外

商来沪投资兴业， 推进形成全方位开放新

格局。

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表

示，要坚持面向全球、面向未来，对标国际

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向

制度型开放全面拓展， 加快建立与国际通

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 为我国深度参

与全球经济治理积累经验。

特殊时期，要在危机中育新机，而机会

只会属于有准备的城市。 茛 下转第五版

以开放底气改革定力创新动力打好发展“王牌”

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
上海代表团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李强丁仲礼龚正蒋卓庆沈春耀殷一璀廖国勋参加

本报讯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

代表团昨天举行分组会议， 审议全国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 民法典草案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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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稿、

“两高” 工作报告。 市委书记李强代表， 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代表， 市委

副书记 、 代市长龚正代表 ， 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 、 上海代表团团长蒋卓庆代表参

加审议 。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 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代表， 全国

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殷一璀代表 ，

市委副书记廖国勋代表参加审议。

在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 ，

蒋卓庆说 ， 报告政治站位高 、 思想性强 、

内容丰厚务实， 是一个生动展现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优势、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的好报告。 有四个方面非常突

出：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 紧扣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履职尽责。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 增进民生福祉 。 三

是尊重代表主体地位， 充分发挥代表的主

体作用。 茛 下转第二版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保民生中孕育新增量新动能

■ “面对困难 ，基本民生的底线要坚决

兜牢，群众关切的事情要努力办好。 ”围绕保

障和改善民生 ，政府工作报告掷地有声

■ 放眼上海 ， “老小旧远 ” 是当下的

民生聚焦所在 。 千方百计解决群众最急最

忧最盼， 这既是民生工程， 也是民心工程，

事关城市长远发展和百姓福祉

■ 在持续探索改善民生的实践中 ， 上

海大胆创新、 精准发力、 精细 “绣花”， 一

幅幅美好生活新图景在 “飞针走线 ” 中徐

徐展开

习近平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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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回应个性化需求，

走出一条“大城养老”新路子

满足孩子们需求的社区，

才能激发成长的能量和潜力

砥砺前行 使命必达
———从全国两会看中国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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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探索

委员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