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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通道聚焦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李延霞 周颖）中国人
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5日在人民
大会堂“部长通道”上说，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切相关，
要对金融业的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等进行一些
调整。

“现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并不少，达4588家，过去
10年五大银行占整个银行业的份额从超过50%下降到
38%左右。大银行比重下降的同时，中小银行和民营银
行的数量是增长的。”郭树清说。

据介绍，2018年末，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
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较年初增长21.8%。

“应该说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
相信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郭树清说。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问题需调整金融机构体系
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刘红霞 熊丰）海关

总署署长倪岳峰5日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上说，今
年将开展“蓝天2019”专项行动，坚决打击洋垃圾走私。

抓好禁止洋垃圾进口，是我国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标志性举措。倪岳峰说，去年海关总署开展了“蓝天
2018”专项行动，实施5轮强有力的、专门针对固体废物
走私的打击行动，取得非常大的威慑效果。

作为海关机构改革的重要部分，关检融合为打击洋
垃圾走私提供了有效手段。倪岳峰介绍，去年，在境外装
船前检验环节，海关就发现高达15万吨不合格的固体废
物，有效地拒洋垃圾于国门之外。

更好推进缉私工作，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中国海关
去年倡议并成功开展“大地女神”国际联合执法行动，75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促进了各国加强固体废物的回收、利
用和处置。

海关总署署长倪岳峰：

今年将锲而不舍打击洋垃圾走私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石
龙洪）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
任刘结一5日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
道”上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
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
讲话，是新时代做好对台工作的根本
遵循和行动指南，两岸关系必将沿着
这篇重要讲话指引的方向，坚定地向

前迈进。
刘结一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我们矢志不渝的历史使命，是不
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几十年来，在
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取
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
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光明
前景的今天，两岸交流合作越来越

广泛，同胞交往越来越密切，同胞亲
情越来越深厚，相互心灵越来越契
合，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实现民族复
兴中国梦的力量越来越强劲，两岸
关系走近、走实、走顺、走好，祖国走
向统一的大势越来越清晰。广大台
湾同胞对“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
好”的认识更加深入，我们推动祖国

和平统一进程、造福两岸同胞的能
力越来越强大。

他说，尽管当前两岸关系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前进的道路不会一
帆风顺，但大道之行、民心所向，势
不可当。我们始终牢牢把握两岸关
系主导权、主动权，两岸关系必将克
难前行，朝着祖国统一的方向迈进。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

两岸关系必将克难前行，朝着祖国统一方向迈进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于文静）农业农村部
部长韩长赋5日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上说，今年中
央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将一以贯之，对玉米、大豆继续实
施生产者补贴，水稻最低收购价将保持稳定。

韩长赋表示，去年我国粮食产量有所下降，但下降得
不多，比 2017 年减少了 74亿斤，相对总产量大约占
0.6%。主要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调减的
结果，比如对“镰刀弯”地区的玉米做了“减法”，增加了大
豆、马铃薯、优质饲草等生产，实际上有效供给是增加
的。我国粮食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没有
出现大起大落。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稳定粮食产量，我理解就
是要防止出现经济下行和物价上涨‘双碰头’。今年粮食
生产要做到稳产量、稳面积、稳政策。”他说，从中长期来
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划好建好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政
策上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和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

今年中央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将一以贯之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陈聪 赵文君）交通运输

部部长李小鹏5日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上说，2019年
将取消京津冀、长三角以及东北、西南地区重点省份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2020年，基本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李小鹏说，5日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
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两年内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
界收费站，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减少拥堵、便利群众。
交通运输部将抓好贯彻落实。

李小鹏表示，我国高速公路是分段建设、逐步成
网的，实行以省为单位的建设和运营管理体制，各地
依法在省与省之间设置了省界收费站。现在看来，这
些省界收费站对通行效率和群众的出行体验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

据了解，去年 5月，国务院作出推动取消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的决策部署，交通运输部试点在去年
年底取消了江苏和山东、重庆和四川之间的15个省界
收费站。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

2020年基本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张辛欣 朱超）工信
部部长苗圩5日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上说，今年移
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再降低20%以上，中小企业宽带
平均资费再降低15%，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消费需求。

近年来，网络提速降费连续列入政府工作报告。
苗圩说，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今年将在全国范围

开展千兆宽带业务示范，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再降低
20%以上，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再降低15%，年底前
实现所有手机用户自由“携号转网”。

工信部部长苗圩：

今年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再降20%以上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赵文君 陈聪）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5日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上
说，假冒伪劣产品严重干扰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今年
要在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严格监管，依法实行最严厉的
惩罚。要创新巨额惩罚制度、内部举报人制度，没收销毁
查处的全部假冒伪劣产品，让经营者不敢以身试法，让违
法者承担相应的代价。

张茅说，打击假冒伪劣是一个长期过程，要完善法
律法规，加强企业自律和社会共治，通过不懈努力实现

“天下少假”。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

以最严厉惩罚努力实现“天下少假”

“雄安新区即将转入大规模实
质性开工建设阶段，蓝图已经绘
就。”

5日上午8时许，人民大会堂中
央大厅。河北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陈刚走上“代表通道”首
个答问，吸引现场数百名记者目光。
这标志着，今年全国两会“代表通道”

“委员通道”“部长通道”集中采访活
动全部拉开帷幕。

三条“通道”，已经成为展现大会
开放透明的窗口。

——汇聚力量，“通道”印刻履职
尽责的奋进步伐。

身处新时代，每一个人都是奋斗
者和追梦人。百米通道，堪称反映人
民意愿，汇聚各界力量的大舞台。

重庆江北区观音桥街道人民调
解员马善祥代表长期从事基层调解
和群众工作，为群众解决了2000多
个困难和问题。“控制情绪”“一手靠
满腔热情、一手靠科学方法”“留有余

地”……在5日的“代表通道”上，“老
马”总结基层工作经验，言语朴实。

带着泥土的气息，肩负老百姓的
期盼，土壤治理专家党永富代表心系
土壤污染问题。人称“土代表”的他
面对镜头，畅谈履职心声：“每一寸土
地都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问
题。”

“大城市都快进入5G时代了，我
们村还只有酒厂覆盖4G信号，其他
地方都是2G信号。年轻人为了蹭
网，很冷的天气里都拿着手机蹲在酒
厂墙边，想开网店也无法实现。我们
也想像城里人一样享受网络便利。”3
日首场“委员通道”上，贵州省盘州市
淤泥乡岩博联村党委书记余留芬委
员带来了身边的期盼。

——热点直击，“通道”上的坦诚
坚定更入人心。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确
定的多个新组建或重新组建部门去
年已全部完成挂牌。新部门工作进

展如何？对未来有何规划？
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到国家医

疗保障局，从退役军人事务部到国家
国际发展合作署……多位新部门负
责人在“部长通道”亮相，直面关切、
现场应答。

“今年要在食品、药品等重点领
域严格监管，依法实行最严厉的惩
罚。”在5日的“部长通道”上，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表示将通过不
懈努力实现“天下少假”。

“抗癌药进入医保是第一步，怎
样让患者尽快用上谈判药品，非常重
要。”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3日在

“部长通道”上表示，今年要开展新一
轮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将更多救
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

……
无论是来自新部门的负责人、还

是媒体记者熟悉的“老面孔”，走上
“通道”必须直面社会关切，发出权威
声音。

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要聚焦打
好七场标志性战役、争取今年出台博
物馆改革发展实施意见、两年内基本
实现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的目标……部长们在“通道”上不避
问题，积极回应。

——开放透明，“通道”向世界彰
显中国自信。

5日上午，就在数名全国人大代
表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
会前讲述意愿心声的同时，已有记者
早早排好长队，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翘首等待开幕会后的“部长通道”采
访。“通道”上的热烈气氛，让前来旁
听会议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
区代表处副主任拉里·梅比十分震
撼，“在这里，可以见证各方共商国
是；在这里，可以感知中国未来发展
可期。”

梅比的所见所感，正是中国两会
开放透明的一个缩影。

作为报名采访两会的3000多名

中外记者一员，冈比亚国家广播电视
台记者埃布里马首次来到中国，便带
来了满满的写作计划。中国如何实
现高质量发展、施行怎样的外交政
策、如何促进外商投资等都是他关心
的话题。

“中国两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式
民主’的运作方式和中方的治国理政
实践。‘通道’采访非常公开，这种形式
令人耳目一新。”埃布里马说。

目睹“通道”采访的热烈场景，乍
得通讯和出版社记者纳金加尔感慨：
中国两会互动气氛浓厚，同时井然有
序。

“如果得到提问机会，我想问问
中国的部长，如何利用中国在经济发
展、脱贫等领域的宝贵经验，来帮助
非洲共同发展。”得知两会期间还将
举行多场“通道”采访，纳金加尔表达
了自己的期待。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记者孙
奕 刘红霞 陈聪)

三条“通道”直通民心
彰显中国两会开放透明

春为岁首，标注着梦想的新起点。
5日上午8时许，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首场“代表通道”如约开
启，成为中外媒体关注焦点。

8位全国人大代表走上通道，畅谈履职心声，
回应各方关切。聚光灯下，闪耀的是代表们沉甸
甸的责任和担当，更是新时代中国开放透明的缩
影，向全世界传递出更为坚定的中国信心。

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一举一动
备受瞩目。当河北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陈刚代表站在麦克风前，媒体争先恐后
举手提问，大家关心“规划编制是不是能快一
点？”“今年雄安新区建设将有何进展？”

“雄安新区规划编制速度一点都不慢。”陈
刚说，规划对一个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雄
安新区更是非常重要。我们的专家团队日夜兼
程，风雨无阻，一些专家大年初一还在忙于规划
编制工作。现在精雕细琢是为了未来更快更好
发展。

“雄安新区即将转入大规模实质性开工建
设阶段，蓝图已经绘就。”陈刚说，我们将按照城
市规划建设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把一张蓝图
转变成路线图、项目表和施工图。“可以预计，在
不久的将来，雄安新区将形成塔吊林立、热火朝
天的建设局面。”

北雄安，南大湾。在中国改革开放新征程
中，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谓一大引擎，这是新时
代建设高质量发展典范的新探索。来自粤港澳
的三位代表表达了“共担重任、携手追梦”的美
好愿景。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充满机遇，香港、澳门
科技创新能力很强，广东产业体系比较完整，要
将优势有效结合起来。”广东省副省长林少春代
表说，当前重点要解决规则衔接问题。“有事多
商量，有事好商量，三地一定能够实现共赢。”

林少春的话引起来自香港的谭耀宗代表的
共鸣：“‘一国两制’是香港在大湾区的优势，期
待实现大湾区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互联互通。
相信粤港澳深化合作，一定能打造出国际一流
湾区。”

合作的力量不断汇聚，发展的红利共同分
享。“澳门要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高开贤代表说，
祖国好，澳门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越深，澳门
未来越好。

对问题不回避，对未来充满希望，代表们的
信心和底气，源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中国。

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
济功不可没。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代表建
议，进一步完善各种经营主体平等竞争的环境，
完善平等保护各种经济主体的法律法规，他坚
信民营经济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能得到更
好发展。

用脚步丈量民情，以行动诠释初心。来自
基层的代表走上通道，讲述精彩履职故事，道出
百姓期盼诉求。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土壤污染防治是重
要内容，土壤健康才能种出好粮食。来自河南
的土壤治理专家党永富代表常年忙碌在田地
里，质朴中透着干练。他认为，要依靠科技的力
量治理土壤污染，围绕节肥节药、提质增效下功
夫，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在“代表通道”上，湖北咸宁崇阳县大市村
党支部书记程桔代表讲述了“扶贫车间”带动村
民就近就地就业的故事。在崇阳县，这样的“扶
贫车间”有30个，带动就业1500多人。

“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面对镜头，她呼
吁通过加强政策配套吸引更多人返乡创立“扶
贫车间”，让老百姓有更多就业机会。

扎根基层调解一线30余年，成功调解矛盾
纠纷2000多起……重庆江北区观音桥街道人
民调解员马善祥代表是一位“老调解”。在他看
来，没有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就干不好调解工
作。他在调解矛盾中逐渐赢得了群众信任，为
深入了解社情民意、更好履职打下基础。

百米通道上，国家发展的“大图景”与人民
群众的“小目标”交相辉映，传递出中国信心的
强劲脉动。

清脆的铃声响起，代表们陆续步入会场。
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会聚一堂，他们将不负
重托、履职尽责，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
力量。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从春天出发
用奋斗书写新时代华章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首场“代表通道”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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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全国人
大代表马善祥、程桔、党永富在“代表通道”接受
采访。 (本版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