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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日上午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
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国家主席
习近平签署第二号主席令，根据大会
的决定，对这次大会表决通过的国务
院其他组成人员予以任命。

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
提名，经投票表决决定，韩正、孙春
兰、胡春华、刘鹤为国务院副总理，魏
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为国
务委员。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
会议。

会议应出席代表2980人，出席
2969人，缺席11人，出席人数符合
法定人数。

会议由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
务主席陈竺主持。大会执行主席李
玉妹、李锦斌、陈全国、陈求发、陈豪
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根据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
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
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

长人选；分别表决十三届全国人大民
族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教育科
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
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农业
与农村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
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草案。

会议宣读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关于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人选的提
名信。

经过写票、投票、计票，9时 58
分，主持人宣布：韩正、孙春兰、胡春
华、刘鹤同志为国务院副总理；魏凤
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同志为

国务委员。
主持人还宣布了国务院秘书长

和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名单。

十三届全国人大设10个专门委
员会。其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财
政经济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已经3
月13日第四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
其他8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
选，主席团提名后，各代表团进行了
酝酿。根据各代表团的酝酿意见，主
席团会议决定将这8个专门委员会组
成人员名单草案提请本次会议表决。

根据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表决
办法的规定，表决采用无记名按表决
器的方式，分别表决通过了8个专门
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各项名单通过时，会场响起热烈
的掌声。

根据大会主席团关于宪法宣誓
的组织办法，全体会议各项议程进行
完毕后，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秘
书长，十三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组
成人员，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
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分
别进行了集体宣誓。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

决定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任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

任命韩正、孙春兰（女）、胡春华、
刘鹤为国务院副总理；

任命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
赵克志为国务委员；

任命肖捷（兼）为国务院秘书长；
任命王毅（兼）为外交部部长；
任命魏凤和（兼）为国防部部长；

任命何立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主任；

任命陈宝生为教育部部长；
任命王志刚为科学技术部部长；
任命苗圩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部

长；
任命巴特尔（蒙古族）为国家民

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任命赵克志（兼）为公安部部长；

任命陈文清为国家安全部部长；
任命黄树贤为民政部部长；
任命傅政华为司法部部长；
任命刘昆为财政部部长；
任命张纪南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部长；
任命陆昊为自然资源部部长；
任命李干杰为生态环境部部长；
任命王蒙徽为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部长；
任命李小鹏为交通运输部部长；
任命鄂竟平为水利部部长；
任命韩长赋为农业农村部部长；
任命钟山为商务部部长；
任命雒树刚为文化和旅游部部

长；
任命马晓伟为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主任；

任命孙绍骋为退役军人事务部
部长；

任命王玉普为应急管理部部长；
任命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任命胡泽君（女）为审计署审计

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8年3月1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号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3月1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俄罗斯当选总
统普京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近年来，俄
罗斯人民团结一心，在强国复兴发展道

路上坚定前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
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建设性
作用。相信俄罗斯一定能不断创造国家
发展新的辉煌。当前，中俄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为构建

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
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不断推动中俄
关系在高水平上迈上新台阶，助力两国
各自发展，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安宁。

习近平向俄罗斯当选总统普京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19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
电话。

习近平祝贺俄罗斯总统选举成功
举行，祝贺普京连任俄罗斯总统。习

近平指出，总统先生顺利当选连任，是
俄罗斯人民作出的正确选择。相信在
总统先生领导下，俄罗斯人民一定会
继续凝神聚力、团结奋进，在国家发展
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就。当前，中俄

都处在国家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今
年是中国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精神开
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同往
年相比，今年中国全国“两会”具有更
加重要的意义。 下转A04版▶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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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今日闭幕

李克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

奋力开启
新时代伟大征程
——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

政协领导人员产生纪实
(见A03版)

本报北京3月19日电（特派记
者彭青林）今天下午，出席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海南代表团在驻
地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关于政府工作
报告的决议草案等六项决议草案和

监察法草案建议表决稿。
肖捷、刘赐贵、沈晓明、张业遂、

罗保铭、吕彩霞、毛超峰、蓝佛安、许
俊、苻彩香、吕薇、阿东、朱洪武、邓泽
永、吴月、符宣朝、邓小刚、王长仁、刘

平、杨莹、韩金光、廖虹宇、符小琴、陈
飘、王书茂等代表参加审议。会议由
刘赐贵主持。

会议分别审议了关于政府工作
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2017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
决议草案、关于2017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执行情况与2018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的决议草案、关于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
案、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
议草案、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的决议草案；审议了监察法草案建
议表决稿。

海南代表团审议各项决议草案和监察法草案建议表决稿
肖捷刘赐贵沈晓明张业遂参加审议

本报北京3月19日电（特派记
者彭青林）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即将胜利闭幕之际，海南代表
团今天下午在驻地举行全体会议，
全面总结代表团履职和服务保障工
作情况。代表团团长刘赐贵主持并
讲话。

沈晓明、罗保铭等代表出席会
议。许俊代表在会上通报了代表团
服务保障工作情况。

“此次大会期间，海南团的代

表履职尽责，把大会要求的各项任
务都完成得很顺利。”刘赐贵在总
结海南代表团履职情况时表示，本
次会议会期长、任务重、要求高。
连日来，海南团代表始终以饱满的
政治热情、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尽职
尽责的工作状态，在提出议案建
议、参加各项审议和表决、人事酝
酿和选举，接受媒体采访等各方面
不辱使命，各项任务都完成得顺利
圆满。

刘赐贵指出，会议期间，代表们
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强化“四个意
识”，旗帜鲜明讲政治，体现了强烈的
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时刻牢记
党和人民的重托，履职尽责、不辱使
命，在充分调研、认真讨论的基础上
提出5份议案、35份建议，14条文件
修改意见被大会采纳；认真落实会风
会纪各项要求，始终做到从严要求、
风清气正，顺利圆满完成了大会的各

项议程。
“这次大会的结束，意味着代表

新一年履职的开始。”刘赐贵说，希望
各位代表牢记人大代表的使命，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在闭会期间正
确行使代表权利、发挥代表作用，真
正做到每天每时把代表的职责履行
好。

刘赐贵要求各位代表，要带头坚
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习

总书记在党中央、在全党的核心地
位；要带头做好大会精神的传达学习
宣讲贯彻，使大会精神深入人心；要
带头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
分发挥人大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
通过多种方式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
的意愿呼声，推动解决脱贫攻坚、教
育、医疗、就业、社保、物价、食品安
全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
难点问题。

海南代表团举行总结会
刘赐贵主持并讲话 沈晓明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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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哥哥”郑兴杰的影响
下，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

志愿服务19载
见证海南大爱

天涯正芳华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20日上午，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闭幕会，表决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
决议草案，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表决关于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8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表决关于2017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的决议草案，表决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表决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的决议草案，表决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的决议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将发表讲话。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将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会见采访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届
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
台、中国国际电视台将现场直播总理会见中外记者的
实况，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将作实时报道。

本报椰林3月19日电（记者李艳玫 苏庆明 林
晓君）今天，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中国卫星导航定
位协会主办的北斗产业落地海南对接会在陵水黎族自
治县清水湾国际信息产业园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

“两弹一星”元勋、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孙家栋，中国
工程院院士沈荣骏出席。

对接会以“北斗应用服务海南，北斗企业落地海
南”为主题，邀请了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员企业、
卫星导航高科技领域企业参会，与省政府相关部门、市
县政府进行需求与业务对接，寻求成熟的北斗应用项
目落地，吸引优质企业入驻。

沈荣骏指出，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是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
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北斗应用和北斗产业的未来
大有可为。“海南环境优越、海域辽阔、旅游资源丰富、
铁路公路交通发达，这么多的条件和优势叠加，有利于
北斗应用的推广，完全可以成为北斗产业链企业的聚
集地和大本营。”他说。 下转A04版▶

北斗产业落地海南对接会陵水举行

政企对接
力争打造北斗产业集群

本报文城3月19日电（记者李
佳飞 张期望 特约记者黄良策）记
者今天从文昌市获悉，为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航天
强国”“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
省第七次党代会关于建设文昌国
际航天城的部署，文昌市委、市政
府对标省委、省政府要求，正积极推
进文昌航天科技城各项工作，不断

夯实产业基础。
文昌坚持规划先行，以省域“多

规合一”改革为契机，高起点、高标
准做好文昌航天科技城的各项规
划工作，如编制文昌国际航天城规
划和航天军民融合示范区规划、组
织编制文昌紫贝田园门户广场建
设规划、文昌国家生态海岸公园规
划等。

根据规划，文昌将在文博高速
公路和航天大道西延线互通立交
以东片区建设文昌门户田园广场，
广场内将有18条以“一带一路”国
家命名的特色商业街及文昌之窗
等项目。

与此同时，文昌加快基础配套设
施建设，清澜大桥、铺前大桥、文昌滨
海旅游公路等“两桥一路”以及文博

高速公路等项目建设已接近尾声。
近期，文昌还将投入200亿元建设港
口、园区等配套设施。

文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中国航
天建设集团、中实集团、青岛万国云
商、宝能集团、北京九天卫星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深圳翎客航天科技有限
公司、海南华侨航天科创等企业纷纷
与该市政府部门接洽，计划打造太空

主题小镇、国家航天超算中心、国际
航天院士港、航天博览交易中心等重
点项目。

文昌市委书记钟鸣明表示，文昌
将积极把旅游、观光和市场开发等融
入航天城建设以及当地人的生活中，
依托文昌航天发射场这个优势，推进
航天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为“航天+”
产业示范园区等项目建设做好服务。

坚持规划先行 完善配套设施 大力招商引资

文昌“三招”夯实航天科技城产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