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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经过风雨洗礼的中国，无惧艰难
险阻的中国，继续阔步前行的中国。

特殊背景、特殊节点的全国两会拉开
了大幕，全国各地的代表委员带着职责使
命共赴盛会，必将激发“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精神，坚定“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意志，
凝聚起中华儿女决战决胜的强大力量。

带着抗击疫情的成果而来，凝聚勇往
直前的力量

1月下旬，带着同事们为辖区居民筑
起社区联防联控安全网；2月初，驰援武
汉，50多天时间里足迹遍及社区、养老院、
隔离点，日夜奔波提供防控指导……

经此一“疫”，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
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
对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
果和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
成果深有体会：“我们经过艰苦卓绝的努
力，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

为了参加这次会议，他带来了关于突
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社区治理的相关
提案。“要充分重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哨点功能，加大公共卫生知识科普力度，
发挥法律法规作用，促进全社会形成良好
卫生习惯。”吴浩说。

全国人大代表朱国萍是全国400多
万城乡社区工作者中的一员。她深有感
触地说：“疫情发生后，社区基层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团结带领群众，全力以赴投入战

‘疫’，我们的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得以充
分彰显。”

发挥优势，需要综合国力的支撑。
经历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全过程

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委员5月21
日在政协大会首场“委员通道”上说：“无
论是在生产链的完备上，还是在各方面资
源的调动上，都体现了一个大国的国力。”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贺云翱
说：“空前的挑战面前，中华民族体现了空

前的凝聚力，这是中国文化的绵延传承，
是中国精神的集中彰显。”

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大考并未结束，考题仍在不断变

化。”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第一医院副
院长陈鑫从抗击疫情的战场，来到参政
议政的两会会场，感受到的是沉甸甸的
使命。

陈鑫认为，当前境外疫情形势严峻复
杂，国内防范疫情反弹任务仍然艰巨繁
重。从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到建
设平战结合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提
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
平，需要调动各方力量加快推进。

带着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成绩
而来，凝聚攻坚克难的力量

5月16日，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揭牌，我国151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唯一的特殊综合
保税区正式设立。

以“特斯拉项目300天投产”“新奥
动力项目五日拿四证”闻名的“临港速
度”，在疫情冲击下并未放缓：今年前4个
月累计签约项目78个、投资额约1260亿
元。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用全面、
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加
快改革开放，充分激发内生动力、开拓发
展空间。”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自贸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朱芝松
说。

国际形势异常复杂，国内发展挑战严
峻。乱云飞渡，愈加需要沉着冷静，保持
定力，全神贯注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疫情之下，今年一季度中国家电行业
迎来寒冬，许多企业业绩出现断崖式下
滑。“越是行业低迷的时候，越需要沉下心
来苦练内功，心无旁骛聚焦主业，才能在
竞争中占据先机。”全国人大代表、海尔集

团总裁周云杰说。
虽然受疫情冲击，但3月份以来我国

经济呈现持续恢复改善势头，经济运行正
加速恢复常态。

鞍钢公司一条生产线上，钢花飞溅，
隐形的“眼睛”一刻不停地监测着产品质
量。这个基于5G的机器视觉带钢表面检
测平台，是传统工业拥抱5G网络碰撞出
的火花。

中国移动辽宁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郎奎平代表说，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壮大新增长
点、形成发展新动能。

层出不穷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激发中国经济不竭的新动能。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0.5%，快于整体规模以上
工业增速。疫情催生的远程办公、在线教
育、无接触配送等蓬勃发展。

“今年我们企业预计可新增1.5万个
以上就业岗位，目前已经招收了近1万
人。”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
永好表示，要落实好“六保”任务，为维护
经济发展大局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带着参政议政的职责使命而来，凝聚
开创未来的力量

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对
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的关心，传递到广西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刚刚抵达北京的全国人大代表、环江
毛南族自治县县长黄炳峰说：“实现脱贫
摘帽背后，是全县各族干部群众的辛勤汗
水和不懈奋斗。”

他表示，环江将以此为新起点，抓好
特色扶贫产业，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管
理服务，帮助群众持续增收。

2020年即将过半,彻底打赢脱贫攻
坚战鼓声催人。

思想统一，目标一致，行动才更有力

量。
“两会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

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也将向全
国人民发出动员令。”全国人大代表、四川
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庆恒村党支部
书记吉克石乌说。

今年，凉山要完成最后7个贫困县脱
贫摘帽、300个贫困村退出、17.8万贫困
群众脱贫。从全国看，还要实现52个贫
困县、2707个贫困村、551万贫困群众脱
贫。

吉克石乌表示，最后的任务异常艰
巨，疫情又加大了巩固脱贫成果的难度，
必须下一番苦功夫、硬功夫，坚决打赢这
场硬仗。

今年的全国两会，会期缩短，但各项
议程不变，代表委员的职责使命更重了。

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孙丕恕表示：“我们要强化责任担当，
集中各方智慧和经验，以高质量的建议为
未来发展出谋划策。”

民法典草案将提交今年的全国人代
会审议。参与民法典草案编纂的全国政
协常委、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忠梅说：“这
部民法典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基本要求，对我国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
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两会大幕开启，建言献策正忙。
“充分发挥两会连接社情民意的桥梁

作用，让民意呼声与国家治理充分融合，
就能凝聚社会各界的最大共识，激发全体
人民的最大力量，共同开创美好未来。”全
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
一德说。

非同寻常的两会，非同寻常的使命。
来自山东沂蒙革命老区的全国人大

代表李树睦说：“这必将是一次强信心、暖
人心、聚民心的两会，展现出新时代团结
向上、朝气蓬勃的中国新风貌。”

据新华社

齐心协力 砥砺奋进
—— 2020年全国两会凝聚起决战决胜的强大力量

本报讯 通讯员陆世波报道：5月11日，市住房公
积金中心、市妇联有关负责人深入陆溪镇虎山村调研
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指导扶贫工作。

在听取该村有关扶贫工作开展情况和脐橙基地负
责人关于基地建设情况汇报后，结合拟定实施提升村集
体经济收入项目的具体事宜，调研组要求，一是壮大村
集体经济。要全面提升村级产业基础和壮大村集体经
济；二是提升扶贫项目科技含量。工作队和村两委要瞄
准市场需求，扩大产业规模，提升扶贫项目科技含量；三
是加强扶贫项目管理。要强化项目资金管理和绩效管
理，工作队及村两委要在项目提升过程中，深入项目实

施现场跟踪管理，做好扶贫项目监督人；四是立足扶贫
项目见实效。要通过项目提升，带动更多的农户和贫困
户稳定、持续增收，大幅度提升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随后，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市妇联调研组一行实地
察看了虎山村脐橙基地扶贫项目，鼓励基地负责人带
动更多的贫困户务工，带动更多的村民加入，形成村级
经济主导产业。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协办
服务热线：8130231 8273649

本报讯 通讯员陆世波报道：5月20日，省住建厅
公积金监管处处长杨东一行来到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调
研。

杨东一行实地参观了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档案室、
信息化机房、营业大厅和办公场所，随后与中心领导班
子和中层以上干部进行座谈。

在听取市中心负责人有关今年以来的工作情况、
审计整改的情况、疫情对业务发展的影响及下一步的
应对举措等汇报后，杨东肯定了市中心近几年的工作
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中心领导班子思路清晰，坚持党建

引领，工作成绩明显，审计整改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进
展，有力推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杨东就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一是要再加力
度抓审计整改。整改工作要持续推进，问题不清零不
放手,整改不彻底不收兵。二是要全面统筹业务工
作。面对疫情对今年工作进度的影响，要加强服务保
障，迎难而上，再加措施，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全面
完成各项年度目标任务。三是要加强工作总结规划。
要打好“十三五”收官之战，对工作中的问题和经验及
时归纳总结，高质量谋划“十四五”发展。

省住建厅领导到市公积金中心调研

市公积金中心加强驻点村集体经济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杨大平报道：5月21日，通城县烟
草专卖局营销部主要负责人组织帮扶干部到扶贫村开
展周四“扶贫日”活动，将化肥等生产资料送到贫困户家
里、田间地头，助力春耕生产。

通城县烟草专卖局助力春耕生产

湖北嘉鱼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2020-2035年）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
报告文本及公众意见表可通过：https://share.weiyun.com/ZDo6ySOE和

https://share.weiyun.com/24lSGfi1进行查看。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注意事项
此次公众意见征求范围包括评价范围内居民、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其他关心本

项目建设的公众。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有：征求公众对本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
意见，非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不在征求范围内。

公示时间：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建设单位：湖北嘉鱼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人及电话：尹主任，18986618138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罗帆 027-87774563，17015345707，948025503@qq.com

遗失声明
咸宁市吉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遗失税务CA，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21200MA491WWM93，特声明作废。
刘庆岗遗失一台江铃牌凯运单排厢货汽车的其中一张

底盘合格证，合格证编号：WCP170112133820，车辆型号：
JX1044TG25，底盘号：LEFYECG20LHN20655，发动机号：
L4028464，特声明作废。

张燕芳遗失嘉鱼县泰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购房发票2
张，发票号码：5186051（金额 20000 元）、5186064（金额
100000元），特声明作废。

江琼遗失赤壁市人民检察院工作证，工作证号：
421103068，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中星电脑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祝恒星印）一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0309791023H，特声明作废。

咸宁方正机动车事务代办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本，证号：42120055068618，特声明作废。

曾丹遗失湖北梓创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绿地梓湾项目购房发
票一张（第二联），楼牌号A3-30-105，发票代码：4200171350，
发票号码：05650174，金额235000元，特声明作废。

赤壁祥源特种布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21281MA489G7T6N，特声明作废。

王建业遗失坐落于湖北省嘉鱼县沙阳大道90号实验小
学一栋二单元702室的房改房产权证（70%产权），证号：
04053，特声明作废。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
济增速具体目标。这一变化引起会内会
外广泛关注。

不设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有客观原
因，主要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
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
响因素；也有慎重考虑，引导各方面集中
精力抓好“六稳”、“六保”。

尽管没有设定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
标，今年仍有许多硬指标必须达到。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900 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 6%左右，
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

涨幅3.5%左右……这一个个都是关乎民
生的指标，体现出中央政府坚决兜牢基本
民生底线、努力办好群众关切之事的决
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预计全年
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降低工
商业电价 5%政策延长到今年年底，宽带
和专线平均资费降低15%，大型商业银行
普 惠 型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增 速 要 高 于
40%……这一个个指标则是旨在稳住上亿
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必须达到的硬指
标。

尽管没有设定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

标，今年仍有不少硬任务必须完成。优先
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
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
部摘帽；重大金融风险有效防控；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
续下降，努力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
……这些硬任务，是党和政府向历史、向
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没有退路可走，没
有折扣可打。

尽管没有设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
今年仍有完成各项工作的硬时限。确保
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十三五”规划收官；编制好
“十四五”规划……今年已经过了近 5 个
月，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要在硬时限
里完成各项指标和任务，要有时不我待的
紧迫感、重任在肩的使命感，争分夺秒、全
力以赴，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要用改革
开放办法，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拉动
市场、稳定增长，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
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

不设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更须争分夺秒

创造中国速度
彰显中国力量

——湖北团代表回顾战“疫”历程
建一座专业化传染病医院最快多久？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来自湖北武汉的答案是——10天。
“一床难求”之际，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10天左

右双双落成，创造了新的“中国速度”。
“当时，资源组织之难、现场协调之难、心理压力之大

前所未有……”回忆起两座医院的建设，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华元说，由于
临近春节，且武汉已关闭离汉通道，建设工作面临重重困
难。“但我们不讲条件、不惧困难。这是一场保卫战、生死
战，建好医院就是在保卫武汉。作为承建单位的一名全
国人大代表，我责无旁贷。”

累计投入管理人员4500余人、施工人员34000余
人，各类大型机械设备3000余台套、使用混凝土约1.3万
立方米……两座医院火速建成的“奇迹”背后，是无数人
夜以继日的奋战与努力。

“如此短的时间内，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众志成城、
高效协同，体现了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以及‘全国一盘
棋’的制度优势。”陈华元说。

今年两会，陈华元围绕“平战结合”提升城市综合抗
疫能力这一主题，准备了相关建议。他呼吁，传染病医院
建设，要在规划、设计、建设阶段，提前科学布局，既便于
突发状况时的功能转化，又提高医疗资源利用率，减少发
生大型公共卫生事件时的改建、增建工作量，提升城市整
体抗疫能力。

方舱医院的建设，是武汉在疫情防控中的另一项创举。
将部分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紧急改造成

方舱医院，成为武汉扭转“战局”的关键。其中，武汉首批
建成的三座方舱医院中，有两座是卓尔公司的物业，且卓
尔公司直接参与建设。

“卓尔是从武汉、湖北成长起来的企业，当这片土地
遭受困难时，卓尔应该承担起企业责任，发挥企业在产
业、物业、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支持抗击疫情，与这座
城市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全国人大代表、卓尔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长阎志说。

口罩、护目镜、防护服、呼吸机、制氧机……武汉防疫
物资出现短缺，卓尔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采购方案。

在阎志带动下，卓尔参与建设并支持运行7家应急
医院、3家方舱医院、2家康复驿站；持续向湖北捐赠急需
医疗物资，覆盖湖北全部17个市州的556家一线医疗机
构，各项捐赠和支持累计达1.36亿元……

卓尔公益基金会，还联合有关公益基金会共同推出
《方舱庇护医院建设运营手册》《新冠应急医院建设运营
手册》等。

“我们希望系统梳理方舱医院与应急医院建设、改
造、运营、保障的相关经验，并提供免费下载，为全球各地
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参考。”阎志说。

涓涓细流，汇成江海。疫情之中，守望相助、共克时
艰，汇聚成战胜疫情的“中国力量”。

作为全国最大的精细磷化工企业，抗击疫情，兴发集
团同样竭尽所能、不遗余力。

“为支持防疫，我们全力保障双氧水、次氯酸钠、漂粉
精等消杀产品供应，无偿捐赠三类消杀产品119批600
吨，惠及湖北百余家单位。”全国人大代表、兴发集团董事
长李国璋说。

为服务精密医疗器械制造，保供国内半导体企业，兴
发集团电子级磷酸、混配产品连续稳定生产；为保春耕服
务农业生产，兴发集团全力保障肥料装置满负荷运转……

积极对冲疫情影响

我国将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22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我国将发行
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疫情之下，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财政
政策必须要有力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院长刘尚希表示，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是特殊时期的特殊
举措，将有效拓展财政政策空间，积极对冲疫情影响。

抗疫特别国债要怎么用？根据当日提交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审查的预算报告，抗疫特别国债主要用于
地方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并预留
部分资金用于地方解决基层特殊困难。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提高专项债券
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