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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在京开幕，汪洋作报告

汇聚起决战决胜的智慧和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不忘初心凝聚复兴伟力，携手前
进共商发展大计。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2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开幕。这次大会将紧扣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组织全国政
协委员积极履职尽责，汇聚起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智慧和力量。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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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
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祝贺
大会召开。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应
出席委员2151人，实到2057人，符
合规定人数。

下午3时，张庆黎宣布大会开
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随后，全
体与会人员默哀1分钟，向新冠肺
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表示
深切哀悼。

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
工作。

汪洋强调，2019年是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
70周年。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政协
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

要讲话，精辟论述新时代人民政
协工作的使命任务、根本要求、着
力重点，深刻揭示人民政协与国
家治理体系的内在联系，为新时
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
方向。

汪洋总结了过去一年多来人
民政协工作。他说，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
下，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聚焦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三大攻
坚战等任务，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
设，认真履行各项职能，为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在近
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人民

政协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
动员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
和广大委员参与疫情防控斗争。
广大政协委员在各自岗位上以实
际行动展示了责任担当。

汪洋指出，2020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
之年。人民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
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
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中央政协
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
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
向发力，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广泛团结动员参加人民政协的各

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紧扣
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履职尽责、凝心聚
力，为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出贡献。

汪洋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和《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
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部署
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政协
的重点工作。必须继续抓好贯彻
落实，注重固本强基，毫不动摇坚
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
全面领导，有序有效推进专门协
商机构制度建设，深入做好凝聚
共识工作，强化委员责任担当，把
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
协事业发展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特派记者 崔岩 黄翔 发自北京

5月21日下午，首场“委员通
道”开启。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委
员通道”首次采用网络视频的方式
进行，政协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新闻
发布厅回答问题，记者则在梅地亚
多功能厅“隔屏”提问。此外，今年
首场通道委员数量和采访时间均
有缩减。

首场“委员通道”，全国政协
委员王辰、王阶、杨长风、刘伟、杨
振斌、达久木甲接受媒体采访。涉
疫情相关话题是今年两会的热
点，首先接受提问的便是两位医
学界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
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
长王辰，他曾全程参与指导武汉
一线抗疫工作，在他的建议下，方
舱医院在武汉迅速启用。与其一
同走上“委员通道”的是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
员王阶，他介绍了中医在抗击疫
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此外，北斗
系统的最新进展、疫情下大学生
的就业、脱贫攻坚等问题，也是媒
体关注的热点。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
幕大会新增一项议程：全体与会
者集体肃立，为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中牺牲的医护工作者和逝世
的同胞默哀一分钟。

据《人民政协报》报道，开幕
会的默哀环节源自全国政协委员
冯丹龙的一份提案：为体现对生
命的尊重，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中牺牲的医护工作者和去世的
群众表示哀悼，建议在全国政协
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上，全体
委员默哀一分钟。2月19日，冯丹
龙向全国政协提交了这份简短提
案，次日就收到全国政协提案委
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答复短
信，称已转送全国政协办公厅。5
月6日，全国政协办公厅同志致电
冯丹龙，确认大会议程会有一分
钟的默哀仪式。

这是全国政协开幕会第二次
为逝者默哀。2014年3月1日，云南
昆明火车站发生严重暴力恐怖
案，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伤。全
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开幕会
上，全体与会者为遇难的群众默
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范佳 杜亚慧

要加强医学教育
构建医学科创体系

今年疫情方面的话题一直
备受关注。首先接受提问的是两
位医学界委员。

当下，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抗击疫
情为什么能取得如此显著成效？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副院
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认
为，这要归结为我们的文化、体
制、国力和医护人员的专业行
动。“我们在前线是能够非常真
切地体会到文化的力量、体制的
力量和国力的力量，为这次能够
取得抗疫的重大胜利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是这次抗疫能够取得
胜利的重要原因。”

疫情发生以来，如何进一步
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是社会关注
的焦点。对此，王辰说，完善公共
卫生体系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医
学教育，必须吸引优秀人才从
医，而且有一个良好的教育体制
培养这些人。另外，要想搞好医
学教育，重要的是能够灿烂其职
业前景，严格其培养过程。

王辰说，为推进医学研究，
国家应在构建医学科技创新体
系上有更深刻的考虑和行动。他

建议构建一个国家级医学研究
机构，引领整个国家医学研究大
格局。同时，他还建议设立一个
国家级的医学健康科学基金。“加
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要注重医防
结合，只有医防融合起来，才能够
更加有力地应对重大挑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
学院首席研究员王阶在回复中
医药抗疫问题时谈道，疫情暴发
初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队
驰援武汉金银潭医院，中医治疗
取得了显著疗效，给患者一个在
短时间内诊疗处方、用药见效的
体验。

王阶建议，要深刻反思中医
药的传承和创新。这次疫情，配
方颗粒的“智慧药方车”开进金
银潭医院、雷神山、火神山和方
舱医院，病人在诊疗后一分钟就
能拿到药，开水冲服，简单明快
又不失特色。

人工智能
助力社区防控

人工智能技术在抗击疫情中
大显身手，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如
何能更好地赋能经济发展？全国
政协委员、佳都科技集团董事长
刘伟介绍，今年2月，政府在广东
一个超大型社区建立了智慧社区
防护平台，应用智能通道、远距离
测温、人脸识别等方式进行数据
采集，后台通过AI大数据管理小

区人员，管理人力减少了一半。这
个大型社区，至今没有一例确诊
病例，可以说人工智能使得社区
防控更加精准，更加智慧。刘伟认
为，随着“新基建”、新技术的不断
提升，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将
得到大大增强。

6月份将择机发射
最后一颗北斗组网卫星

今年是北斗全球系统建设
的收官之年，社会各界都很关心
目前进展情况如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杨长
风表示，北斗系统最后一颗组网
卫星已经运抵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
进，计划6月份择机发射，届时北
斗全球星座的布局将圆满完成。

“现在中国入网的智能手机
里面，70%以上使用了北斗服
务。世界上已有半数以上的国家
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北斗。”杨长风
表示，今年北斗全球系统建成以
后，“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北斗都会向你提供满意的服务”。

凉山脱贫攻坚
五年23名干部牺牲

民生话题也是“委员通道”上
媒体记者关注的重点。受疫情影
响，今年很多大学毕业生表示“就

业压力山大”。就业问题该如何解
决？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
党委书记杨振斌说，整个国家和
社会都在努力解决就业的“最后
一公里”，像大学生参军入伍、公
务员招录、研究生招生、“三支一
扶”项目等都有了比较大幅度扩
招。教育部还组织了48所高校对
口支援湖北省高校的就业工作。

什么工作才算好工作？杨振
斌认为，越对国家和社会贡献大
的岗位越有价值。疫情期间，一
大批90后冲向了防控一线，得到
社会广泛点赞。

杨振斌建议用人单位要逆周
期而行，提前进行人才筹备，有针
对性地投放一些计划，提前做一
些储备，厉兵秣马，为企业以后的
发展打下更好的人才基础。

今年是决战脱贫攻坚收官
之年，全国政协常委，四川凉山
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达
久木甲表示，凉山州有信心打赢
脱贫攻坚战。

达久木甲介绍，凉山是深度
贫困地区，恶劣的环境阻碍了经
济的发展。凉山州紧扣脱贫攻坚
排兵布阵，调兵遣将，选派上万
名优秀干部下沉到农村基层一
线。五年来，在脱贫攻坚战场上，
有151名干部负伤，23名干部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幸福是奋斗
出来的，打赢脱贫攻坚战，说到
底靠的是广大干部群众实干、巧
干、齐心干。”

6位委员亮相首场“委员通道”

隔屏答问，解读中国抗疫力量
5月21日下午，全国

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首
场“委员通道”开启。围
绕中国抗击疫情何以取
得如此显著成效、如何
完善公共卫生体系、中
医药在抗疫上发挥的作
用、北斗系统建设进展、
人工智能技术助力经济
发展、凉山“悬崖村”脱
贫攻坚等问题，6位委员
通过网络视频方式回应
社会关切。

默哀环节
源自一份提案

“委员通道”提问现

场。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

次会议新闻中心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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