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致信祝贺首个“国际茶日”
新华社北京 5 月 21 日电 今年 5 月 21 日，是联合国确定
的首个
“国际茶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国际茶日”
系列活动
致信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
茶起源于中国，
盛行于世界。联合国设立
“国
际茶日”
，
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茶叶价值的认可与重视，
对振兴茶
产业、弘扬茶文化很有意义。作为茶叶生产和消费大国，
中国
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深化茶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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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互鉴，
让更多的人知茶、
爱茶，
共品茶香茶韵，
共享美好生活。
茶是世界三大饮品之一，全球产茶国和地区达 60 多个，饮
茶人口超过 20 亿。2019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 5 月
21 日确定为“国际茶日”，以赞美茶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
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今年“国际茶日”期间，我国农业
农村部与联合国粮农组织、浙江省政府以
“茶和世界 共品共享”
为主题，
通过网络开展系列宣传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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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共产党员自愿捐款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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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到会祝贺
汪洋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张庆黎主持 郑建邦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界人士，紧扣统筹推进常态
不忘初心凝聚复兴伟力，携
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手前进共商发展大计。中国
工作履职尽责、凝心聚力，
为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
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21
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会作出贡献。
这 次大 会 将紧 扣 全 面建 成
汪洋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
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组织全
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上的重
国政协委员积极履职尽责，
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新
汇聚起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
全 面建 成 小康 社 会 的智 慧
作的意见》，
部署了当前和今
和力量。
后一个时期人民政协的重点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
工作。必须继续抓好贯彻落
内灯光璀璨，
气氛庄重。悬挂
实，注重固本强基，毫不动摇
在主席台正中的中国人民政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
治协商会议会徽熠熠生辉，
十
工作的全面领导，有序有效
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
推进 专 门 协商 机 构 制 度 建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全国
设，深入做好凝聚共识工作，
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
强化委员责任担当，把人民
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
政协制度坚持好、
把人民政协
万钢、
何厚铧、
卢展工、
王正伟、
事业发展好。
马飚、
陈晓光、
梁振英、
夏宝龙、
全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
杨传堂、
李斌、
巴特尔、
汪永清、
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何立峰、
苏辉、
郑建邦、
辜胜阻、
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
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
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以来的
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提案工作情况。全国政协委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员、
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
李 克 强 、栗 战 书 、王 沪 宁 、
委员 会 提 交二 次 会 议 提 案
赵 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
5488 件，经审查，立案 4089
5 月 21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件，交 175 家承办单位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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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
均已按时办结。常委会持续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工作。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议应出席委员 2151 人，实到
推动提高提案工作质量，
加强
2057 人，符合规定人数。
工作制度体系建设，
通过开展提案办理协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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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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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3 时，张庆黎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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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新时代人民政协提案工作在坚持中发展，
在巩固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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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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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为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广大政协委员在各自岗位上以实际行动展示了责任担当。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
丁薛祥、
王晨、
刘鹤、
许其亮、
逝世同胞表示深切哀悼。
孙春兰、
李希、
李强、
李鸿忠、
杨洁篪、
杨晓渡、
张又侠、
陈希、
陈全国、
汪洋总结了过去一年多来人民政协工作。他说，
在以习近平
汪洋指出，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
规划收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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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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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敏尔、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权、曹建明、张春贤、
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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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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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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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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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
丁仲礼、
郝明金、
蔡达峰、
武维华、
魏凤和、
王勇、
王毅、
肖捷、
赵克志、
报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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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
、
坚定
“四个自信”
、
做到
“两个维护”
，
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
周强、张军等。
汪洋强调，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人民政协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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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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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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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开幕会。外国驻华使节等应邀参加开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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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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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日9时开幕
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新华社北京 5 月 21 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21 日
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预备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主持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
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议程。
栗战书宣布：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召开，
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栗战书指出，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
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
“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
将
大会开成一个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
动员全国各族人
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万
众一心、开拓进取、扎实工作，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预备会议经表决，
选举产生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
席团和秘书长。大会主席团由174人组成，
王晨为大会秘书长。
根据表决通过的会议议程，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审
议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20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审查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
情况与 2020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20 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草案，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
》的议案，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案）
》的议案，
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审议最高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
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下转第2版）

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天津代表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张国清齐玉等出席 推选段春华为团长 邓修明高玉葆为副团长
本报北京专电（记者 魏彧 米哲 佟迎宾）21 日下午，
在京
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天津代表团，
召开第一次全体
会议。张国清、
齐玉等出席。与会全体代表推选段春华为天津
代表团团长，
邓修明、
高玉葆为副团长。
会议决定了天津代表团分组名单和小组召集人。经过审
议，代表们一致同意将《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议程（草案）
》提请大会预备会议表决。
本次大会秘书处设立了会风会纪监督组，按照全国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通知要求，
天津代表团研究制定了改进会风严肃
会纪 15 条具体措施，要求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严格遵照执

天津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晴转阴

行。同时按照大会疫情防控要求，代表团将全面加强闭环管
理，
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代表们认为，
即将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是今年
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大会，
对于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以及党中央一系
列重要部署，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代表们表示，
我们要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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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做
到
“两个维护”
，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
依法行使代表权利、
履行代表义务，
为开好这次大会作出天津代表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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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概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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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21 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22 日
上午 9 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听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关于
政府工作的报告，审查国务院关于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的报告及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审
查国务院关于 2019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0 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及 2020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
案，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草案的说明、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
定草案的说明。下午，各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
作报告。
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 22 日上午
列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下午，全国政协十三届
三次会议举行小组会议，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
案工作情况报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
进行现场直播，新华网将对开幕会作现场图文直播。

2020 全国两会
代表委员共话协同发展

代表委员抗疫记

协同打造京津冀一体化交通网

张伯礼：当好百姓健康“守门人”

3版

4 月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实现增长 电子信息产业连续两个月增速超 20%

逆势上扬 天津开发区经济快速回升

本报讯（记者 万红）日前，
从滨海新区天津开发区传来好
消息，随着复工复产按下
“快进键”
，
天津开发区稳经济促发展
取得积极成效，区域经济实现迅速全面恢复。4 月当月，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其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

降水概率 20%

温度 最高 29℃

最低 18℃

7.7%，跑出了经济回暖
“加速度”。
据介绍，
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开发区上下游产业链相关企业
全面回升。其中，占全区产值三成的汽车产业产值增速较上月
提高 42%，三大整车厂当月整车产量 10.9 万辆，增长 5.5%；电子
信息产业当月产值增长 20.9%，连续两个月增速超过 20%。今
年前 4 个月，开发区财政运行总体平稳，随着生产的全面恢复，5
月份财政收入也有望实现增长。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开发区化危为机谋创新，新产
（下转第 2 版）
品、新业态、新产业、新动能增长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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