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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
月 13 日电 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在圆
满完成各项议程
后，13 日上午在人
民大会堂闭幕。会
议号召，人民政协
各级组织、各参加
单位和广大政协委
员，要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 志为核心的中
共中央周围，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继续奋
斗，切实把中共中
央的决策部署和对
人民政协工作的要
求落实下去，把海
内外中华儿女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智慧和力
量凝聚起来，以优
异成绩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为把我国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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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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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9时30分，闭幕会开始。汪洋宣布，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2157人，实到2123人，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

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
报告、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

汪洋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
入关键之年召开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各有关方面大力
支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并深入界别小组听取意见
和建议，与委员共商国是。广大政协委员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深入协商、积极建言，取得重要成果。会
议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是一次求真务实、团结奋
进的大会，展现了人民政协这一专门协商机构的独特优

势，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机活力。
汪洋指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人

民政协也将迎来70华诞。70年来，人民政协积极投身建
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壮丽
实践，走过了辉煌的历程，建立了历史的功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政协的舞台更加宽广、责任更
加重大，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人民政协的性质定
位，把握人民政协新的历史方位，坚守信念和定力，汲取
经验和智慧，推动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要崇尚
学习、加强学习，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把科学理论武装成
果转化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下携手前进。要崇尚创

新、勇于创新，加强
协商民主建设，推
动政协协商民主制
度程序和运行方式
的完善，推动人民
政协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要崇尚
团结、增进团结，加
强双向发力工作，
汇聚起服务党和国
家中心任务的合
力，努力画出最大
同心圆。

汪洋强调，新
时代的人民政协要
有新时代的样子，
新时代的政协委员
也要有新时代的形
象。要全面加强委
员队伍建设，着力
提升整体素质和履
职本领，担负新的
使命、成就新的光
荣。要保持奋斗者
的姿态和干劲，敢
于担当、善于斗争、
永不停步、永不懈
怠，始终心系国事、
情牵民生，当好人
民政协制度的参与
者、实践者、推动
者，写好每年的“委
员作业”，答好时代

给出的考卷，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的绚丽风采，书写人民
政协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有：丁薛祥、王晨、刘鹤、许
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渡、张又
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
尤权、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
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
武维华、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列席闭幕会。外国驻华使节、新闻官和海外侨胞等应
邀参加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汪洋发表讲话

新华社北京 3月 13 日电 3 月 15 日上午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采访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

者提出的问题。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现场直播总理会

见中外记者的实况，中央主要媒体所属新闻网站
和新媒体平台将作实时报道。

李克强总理将会见中外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人大福建代
表团审议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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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要指示
精神，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凸显保持战
略定力发展壮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性。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
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
重要支柱。我们是靠实体经济发展起
来的，还要依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任
何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发展的根
基；没有这个根基，我国经济走不远，更
难以在国际竞争中取胜。有鉴于此，我
们必须站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
高度，坚持不懈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心
无旁骛做实业，绝不能仅仅为了赚几个
快钱而患得患失、三心二意，更不能滑
入脱实向虚的歧途。

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做实业，首先
是广大企业和企业家的本分。当前，在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推动
下，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产业协作正在
重塑传统实体经济形态，全球实体经济
都处于转换发展理念、调整失衡结构、
重构竞争优势的关键节点。在重大机

遇和严峻挑战面前，是坚守实业还是退
出竞争，首先考验的是面对变局的战略
定力。摒弃传统思维，创新发展理念，
善于在实体经济形态重塑进程中化危
为机，就能跳出狭隘逐利心态，守住企
业家的本分。

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做实业，还应
是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扎扎实实服务
实体经济的本分。一段时间以来，由
于土地、劳动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
束趋紧，实体经济的回报率下降，做实
业遇到市场压力加大、外部环境严峻
等现实困难。如何顺应实体经济重塑
创新竞争力趋势，为广大企业和企业
家们创造和优化市场和政策环境，考
验着政府及各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和水平。围绕实体经济这一立国之
本，唯有让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要
素不断汇聚，做实业才能获得更加实
在的发展环境。

守住发展壮大实体经济的本分，
说到底，还是要深刻领会和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心无旁骛做实
业的战略定力，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引领宏观政策为实体经济发展不
断聚力。这样，正在爬坡过坎的实体经
济就会获得源源不竭的强劲动力和活
力，我们这个发展中的大国就能依靠日
益强大的实体经济昂首走向更加美好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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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国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
杆，深入推进精准脱贫，全面开展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初战告捷。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9年

要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精准发力、务
求实效。

如何继续坚持结构性去杠杆？怎样
提高脱贫质量？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还有
哪些重点工作？多位代表委员就相关问
题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
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表示，
金融业链条长，市场信息不对称，金

融风险不仅体现在金融部门内部，还
具有跨市场、跨机构等特点。金融部
门要承担起防范金融风险的主要工
作，其他各方也要齐心协力共同做好
风险防控。

“防风险要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
患意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
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金鹏
辉说：“目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任务
仍然艰巨。 （下转第三版）

精准发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本报记者 周 琳 陈 静 胡达闻

3月1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这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3月1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汪洋主持闭幕会并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担负新使命 成就新光荣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闭幕会侧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秉志 董碧娟

3 月 13 日，沐浴在春风中的人民大
会堂，红旗猎猎，愈显庄严。9 时许，
2100 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在这里相聚一
堂，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闭
幕会。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
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会议期间，委员
们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深
入协商讨论，积极建言资政。

“过去一年，政协开拓创新，求真务
实，要求委员树立鲜明的质量导向，提案
不追求数量而要看质量，一事一案，不调
研不提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原子能
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万钢说。

政协提出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
双向发力，引起委员们的强烈共鸣。“会议
期间，我与一些民营企业家交流，他们对

政府工作报告给予了积极评价，对2019
年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全国政协委员、
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表示。

9 时 30 分，闭幕会正式开始。大会
依次通过了有关决议和报告。

5113件——这是截至3月7日17时
共收到的提案。经审查，立案 3859 件，
并案 133 件，转为意见和建议 1121 件。
立案提案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等多方面。

一份份沉甸甸的“委员作业”，彰显
了履职建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0时10分，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后闭幕。

这是一次意气风发、求真务实的盛会，
走出人民大会堂的委员们信心满怀——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尤其是经济转

型发展的过程中，只有创新，才能使企业
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才能真正长期稳
定健康地发展下去。以创新驱动企业发
展，是我回去以后最想做的事。”全国政
协委员、南京联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孙力斌说。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呼伦
贝尔市扎兰屯市副市长杜明燕表示，作
为一名鄂温克族的委员，她将继续关注
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情况，努力同全国人
民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

“回去以后，我会更加努力提升履职
能力，多关注热点难点问题，多为基层老
百姓发声、出力！”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
侨联党组书记和向红说。

新时代的政协委员们，将以新时代
的形象，担负新的使命、成就新的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