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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代表委员围绕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建言献策

坚持制度创新 全力补齐短板 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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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5日上午在
人民大会堂开幕。近3000名全国人大
代表肩负人民重托出席盛会，认真履行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

春暖大地，万物勃发。人民大会堂
万人大礼堂气氛庄重热烈，主席台帷幕正
中的国徽在鲜艳的红旗映衬下熠熠生辉。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栗
战书主持大会。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行主席王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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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武在主席台执行主
席席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
席台就座。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应出席代
表2975人。5日上午的会议，出席2948

人，缺席27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上午9时，栗战书宣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开幕。会场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根据会议议程，李克强代表国务院
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共分三部
分：一、2018年工作回顾；二、2019年经
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三、
2019年政府工作任务。

李克强说，过去一年我国发展面临
多年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经济
出现新的下行压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
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砥砺奋进，攻坚克难，完成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又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李克强从八个方面对过去一年的工
作进行了回顾：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经
济保持平稳运行；扎实打好三大攻坚战，

重点任务取得积极进展；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实体经济活力不断释放；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能力和效
率进一步提升；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发展
动力继续增强；统筹城乡区域发展，良性
互动格局加快形成；坚持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人民群众；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和治
理创新，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李克强指出，思危方能居安。在充
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清醒看到我国发
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我们一定要直面
问题和挑战，勇于担当，恪尽职守，竭尽
全力做好工作，决不辜负人民期待。

李克强说，2019年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6.5%；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
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登
记失业率4.5%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进出口稳

中提质；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金融财政
风险有效防控；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000
万以上，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
同步；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能耗下降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
放量继续下降。

李克强在报告中提出，做好2019年
政府工作，要注重把握好以下关系：一要
统筹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凝心聚力办
好自己的事；二要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
险的关系，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三要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靠改革开
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李克强说，2019年要突出重点、把
握关键，扎实做好十项工作：一是继续创
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确保经济运行在合
理区间；二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着力优
化营商环境；三是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培
育壮大新动能；四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
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五是对标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扎实推进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六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
高新型城镇化质量；七是加强污染防治
和生态建设，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八是深
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完善市场机制；九
是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济
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十是加快发展社会
事业，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李克强还就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民
族、宗教和侨务工作，国防和军队建设，
香港、澳门发展和两岸关系，以及我国外
交政策作了阐述。

根据会议议程，大会审查国务院关
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的报告及2019年计划草案、
2018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及
2019年全国预算草案。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丁薛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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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
周强、张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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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央军委委员李作成、
苗华、张升民等。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列
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

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政
协委员列席大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
有关单位、各人民团体有关负责人列席
或旁听了大会。

各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栗战书主持大会

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会议。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5日下午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时强调，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
略定力，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加大生态
系统保护力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守护好祖国北疆这道亮丽风景线。

当习近平走进会场时，全场起立

热烈鼓掌。鄂温克族代表向习近平献
上蓝色的哈达，表达内蒙古各族群众
对党中央和总书记的敬意。习近平向
他们表示感谢，并请他们转达对各族
干部群众的诚挚问候。

张继新、于立新、李玉良、索曙辉、
吴云波、赵江涛、刘亚声、龚明珠等8
位代表分别就发挥基层干部“领头雁”
作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发展民营经
济、打赢脱贫攻坚战、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完善大病兜底保障机制、建设现代
能源经济等问题发言。习近平不时同
大家交流，最后作了发言。

习近平首先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体
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体现了党中央关于今
年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完全赞成。

习近平充分肯定内蒙古一年来的
工作，希望内蒙古的同志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下转A03版▶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守护好祖国北疆这道亮丽风景线

本报北京3月5日电（特派记者彭
青林 周元 梁振君）3月5日下午，出席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海南代表团
在住地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
告。

肖捷、刘赐贵、沈晓明、张业遂、罗保
铭、毛超峰等代表在审议时发言，吕彩
霞、蓝佛安、许俊、苻彩香、吕薇、吴月、阿
东、朱洪武、邓泽永、符宣朝、邓小刚、王
长仁、刘平、杨莹、韩金光、廖虹宇、符小
琴、陈飘、王书茂等代表出席会议。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陈凤超、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路志强列席会议。外交部副部长
乐玉成到会听取意见。

肖捷在参加海南代表团审议时说，
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总
结成绩全面客观，分析形势清醒透彻，

查找不足实事求是，工作部署重点突
出，对此完全赞成。做好2019年政府
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要实施好减
税降费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对冲
经济下行压力。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
易成本。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精心做好民生保障和改善工作。要着
力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切实减轻
基层负担。

刘赐贵在发言中指出，政府工作报
告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分析形势准确深

刻，工作部署务实有力，通篇贯穿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
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和可操作
性，是一份高举旗帜、求真务实、催人奋
进的好报告，对此完全赞成和拥护。报
告对今年的工作部署决心坚定、政策务
实、措施具体，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做好今
年政府工作的必胜信心。海南代表团要
认真把报告审议好完善好，待大会通过
后在海南贯彻好，把报告对今年工作的
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沈晓明表示，政府工作报告站位高，
内容新，措施实，充分发挥民主，对报告
完全赞同。并结合海南实际谈了对报
告的认识和体会。一是对外开放力度明
显加大。报告宣示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的坚定决心，让世界看到改革开放的加

速度。二是高质量发展迈出重要步伐。
大规模减税降费激发市场活力，新动能
快速成长。三是民生社会事业取得新成
就。政府过紧日子，人民生活持续改
善。四是政府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企
业家安心搞经营，市场主体不断增加。

张业遂说，政府工作报告是一个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方向明确、求真务实、令人奋进
的报告。听取报告，深感去年经济工作
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2019年发展目
标积极稳妥可行，今年的十项工作任务
充分体现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大
部署。与此同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
得了新成就，特别是许多国家更加注重
学习借鉴中国的理政经验和发展模式，
中国软实力和国际上的话语权、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
罗保铭表示，过去一年，成果丰硕，

收获满满；今年的任务部署举措有力，
信心满满。在国际国内形势复杂严峻、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取得如此业
绩，来之不易。足以证明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谋，领导坚强有
力；国务院和各部门创新实干、举措有
效；只要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坚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一定能战胜各
种困难，创造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
业绩。

毛超峰在发言中也表示完全赞同报
告，并围绕推进全岛自贸试验区建设、探
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等方面谈了
感受和建议。

海南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肖捷刘赐贵沈晓明张业遂出席并发言

本报海口3月 5日讯 （记者邵长
春 特约记者蔡胤彦）海南日报记者 3
月5日从海口召开的海南省清洁能源
汽车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2030 年起海南将全面禁止销售燃油
汽车。

据了解，省政府近日印发的《海南
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围绕2030年实现“绿色智慧
出行新海南”的总目标，提出了 2020
年、2025 年、2030 年三个阶段性目
标。同时，全面分析研判我省清洁能
源汽车发展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六方
面重点任务和七项保障措施，加强《规
划》实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规划》提出，按照“公共服务领域
先行、社会运营领域引领、私人使用领
域引导”的推广思路，分步骤、分领域
稳步推进全省车辆清洁能源化工作。

据介绍，《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海南
成为全国首个提出所有细分领域车辆清
洁能源化目标和路线图的地区，也是率
先提出 2030 年“禁售燃油汽车”时间
表的省份。

（相关报道见B01、B02版）

我省发布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

海南2030年起
全面禁售燃油汽车

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开幕。栗战书主持会议。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