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极建言资政
广泛凝聚共识

■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是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第一年。人民政协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坚持团结和民主两
大主题，围绕中共中央大政方
针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做好
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工作，以
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
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集
聚众智、汇聚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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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辛丑年正月小廿二 今日 惊蛰

今天多云到阴转阴有时有小雨， 上午大部地区有雾 温度: ?低7? ?高
14℃ ?东风3-4? 明天阴有小雨 温度:?低8℃ ?高10℃ ?北风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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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年

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大道至简 ， 实干为要 ； 创业维

艰， 奋斗以成。 在 2021 年春季学期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 中青年

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 ， 习近平总书

记勉励年轻干部立志做党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 ， 不断增

强意志力 、 坚忍力 、 自制力 ， 在新

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奋勇争先 、 建功立业 ， 努

力创造无愧于党 、 无愧于人民 、 无

愧于时代的业绩！

茛 下转第六版

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集聚众智汇聚众力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到会祝贺
汪洋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张庆黎主持 辜胜阻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在京开幕

新华社北京 3 月 4 日电 同心筑梦
共襄复兴伟业，乘势而上开启崭新征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 4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开幕。 2100 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将紧紧围
绕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聚焦“十四五”规
划纲要制定和实施，扎实履职尽责、积极
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汇聚起夺取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智
慧和力量。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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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
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
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应出席委
员 2159人，实到 2106人，符合规定人数。

下午 3 时，张庆黎宣布大会开幕，全
体起立，奏唱国歌。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程。

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汪洋指出，2020 年是新中国历史上
极不平凡的一年。 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
下， 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 紧扣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认真履职尽责， 紧盯社会重大关切加
强思想政治引领， 紧抓专门协商机构制
度建设增强工作效能，为实现“十三五”

目标作出了积极贡献， 专门协商机构建
设展现新风貌， 服务中心任务取得新成
绩， 广大政协委员在特殊年份书写了特
殊的“委员作业”。

汪洋从 5 个方面总结了过去一年全
国政协的工作。 一是深化理论学习，深入
开展委员读书活动，进一步筑牢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的思想根基。二是深入协商履职，有效
运用各种协商形式， 发挥网络议政优势，

确保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履职活动
不松、不乱、不断。 茛 下转第六版

上海代表举行组团会议
推选蒋卓庆为团长，龚正沈春耀刘学新为副团长
酝酿首次以代表团名义提出议案和建议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 出席十三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上海市代表昨天
下午举行组团会议， 推选蒋卓庆为上海
市代表团团长， 龚正、 沈春耀、 刘学新
为上海市代表团副团长。

会议产生了 3 个小组的召集人， 酝
酿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草案）

以及大会议程 （草案）， 并酝酿提出代
表团议案和代表团建议。

据悉， 这是上海代表团首次以代表
团名义提出议案和建议。 提出的两件代
表团议案分别是关于加快制定 《无障碍
环境建设法》 的议案， 关于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修改 《公司法》 的议案。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今开幕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凝聚复兴伟力 奋进伟大征程》 荩 刊第三版

左图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

王岐山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上图：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 向大会报告工作。 新华社记者 王晔摄

不少代表委员和专家建议：保护利用开发好红色文化资源，守护好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激发创新创造伟力

荩 刊第四版

拼出牛劲牛力，新征程扬帆奋楫再出发
顾一琼

这个春天， 就着沁入心脾的春风

和举国上下一派万物勃发的生机与朝

气， 全国两会顺利召开。

放诸历史长河的纵深， 此次两会

意义非凡———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 、 “十四五 ” 规划开局

之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起步之年召开的重要会议。

站在 “两个一百年” 的历史交汇

点上， 我们既收获过往， 更开启播种。

站上新时代新征程， 我们为取得

的伟大胜利欢欣鼓舞， 更扬帆奋楫重

新出发。

当下，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

胜利， 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

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里程碑 ，

是人类减贫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

就， 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

的又一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当下 ， 我们开启擘画 “十四五 ”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新蓝图，

也即将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

性时刻， 更将以这场鼓舞人心、 团结

奋进的两会， 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 不断凝聚共识 、

汇聚磅礴力量， 开启波澜壮阔的新征

程。

新征程， 是一片赛马场， 需要有

冲劲、 有思路、 有办法的千里马。

新征程， 也是一片试验田， 更需

要勤劳、 奉献、 奋进的孺子牛、 拓荒

牛、 老黄牛。

这需要我们拿出 “比学赶超” 的

劲头和扎实有力的行动， 求破局、 解

困局， 真抓实干， 开好局起好步。

这需要我们谋定快动， 创新办法

攻坚克难， 只争朝夕落实推进， 以不

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 创造新的历

史辉煌。

所谓牛劲， 既有拼劲、 闯劲， 也

有一股子扎实沉稳、 朴实无私、 保持

定力的坚强韧劲， 牢牢锚定目标， 埋

头苦干， 奋勇登攀。

所谓牛力 ， 强调的是默默无闻 、

不计得失、 不求回报， 这样一种最朴

素、 最真切的力量， 却往往能日积跬

步、 聚沙成塔， 在实践中汇聚起强大

合力 ； 更感染人 、 影响人 、 推动人 ，

从精神层面凝心聚力。

这次不平凡的两会， 吹响新征程

的号角， 将充分召唤起亿万中华儿女，

在机遇和挑战并存下， 在深刻复杂的

变局中， 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

务， 保持战略定力、 增强趋势洞察力

和实践穿透力。

这次不平凡的两会， 擂动新征程

的战鼓， 将在广袤土地上激荡起勇气

锐气朝气， 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

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 站在最广大人

民之中。

麦浪如波， 暖风无恙。 这个春天，

我们迈开再出发再创业的步伐， 持守

朴素坚韧的牛劲牛力， 以饱满的热情、

昂扬的斗志、 扎实的作风投入新伟业，

凝聚迸发出推进改革发展的磅礴伟力，

书写更多新时代新奇迹。

荩 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摘要刊第二版

首场“委员通道”开启

7位委员“隔屏”回应社会关切

在沪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为“十四五”发展建言献策

细分至28级的云南石榴背后
是精准援滇“上海答卷”

王丽萍委员：为在线公共文化营造更健康生态
廖昌永代表：文化融圈才能诞生更多贴近民心佳作
邵志清代表：率先在长三角建立电子商票交易平台
崔 瑜代表：数据要素将成为金融业转型关键支撑力
顾祥林委员：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冷门”专业加大投入
吴焕淦委员：加强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经典挖掘
吴 凡委员：聚焦人才培养，促进八年制医学教育健康发展
丁奎岭委员：加快制定路线图，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
胡可一委员：布局绿色航运，为减碳转型“搭建基石”

荩 刊第二至九版

打响红色文化品牌，让红色根脉厚植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