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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专电（记者 魏彧 米哲 徐丽）7日
下午，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天津代表
团举行分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
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
委员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正草案、关于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
案、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的办法草案、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
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李鸿忠、廖国勋、段春华、
齐玉、肖怀远等代表发言。
李鸿忠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

述了我国发展的战略性有利条件，昭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程不可阻挡，极大地提振了党心军心
民心。要深刻认识到党的坚强领导是应对各种重
大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
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
指引，是我们战胜困难、创造新的奇迹的最大底
气。要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要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扛起粮食安全的政
治责任，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厉的手段，坚决遏
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发挥天津优
质耕地等优势，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种业
高质量发展。树立大食物观，多途径开发食物资
源，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

求。把反对餐饮浪费、节约粮食作为一项长期任
务来抓，在全社会形成浪费可耻、节俭光荣的良好
风尚。要坚持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加强农村
基层党组织建设，培育文明乡风，努力建设山清水
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安居乐业的现代化美好
家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社会保障事业
高质量发展，牢牢兜住民生底线。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扎实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为
老年人提供多层次精准化的服务。

李鸿忠在审议时说，完全赞同地方组织法修
正草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
的决定草案和香港、澳门两个选举办法草案。地
方组织法修正草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
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中央人大
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
原则，在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建设新经验新成果的基础上，健全和完
善地方人大和政府的组织和工作制度，有利于保
证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
策部署在地方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和有效执
行，有利于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推动
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国家政治生
活和社会生活之中，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保障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

关、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修正草案经大会
通过并正式颁布实施后，天津各级党委要切实扛起
政治责任，结合工作职责全力抓好贯彻落实。
廖国勋说，地方组织法修正草案深入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对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
工作、全面建设法治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坚持用
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法治政府建设，推进地方政府
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段春华说，地方组织法修正草案坚持党的领导，

保证地方人大和政府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人
民至上，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优化地方人大、
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坚持与时俱进，巩固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成果，回应了新时代的新要求。坚
持务实管用，充分吸收地方实践经验，更加具有针对
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
在审议中，王胜明、邓凯、高憬宏、宫鸣、陈辐宽、

周德睿、李静、高玉葆、李家俊、才华、马杰、王洪海、
刘巍、关牧村、孙丰源、李巍、张伯礼、苑广睿、周振海、
周潮洪、温娟、王小云、王艳、叶赞平、巩建丽、李刚、
李响、杨光、杨宝玲、张智龙、郭红静、谢津秋等代表
一致表示，完全赞同修正草案、决定草案和两个办法
草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有关负责同

志到会旁听审议意见建议。

本报北京专电（记者 魏彧 米哲 徐

丽）7日上午，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的天津代表团举行分组会议，继续审查
计划报告和草案、预算报告和草案。

多位代表建议，应充分发挥天津产
业、港口、区位、科技等优势，谋划更多项
目布局，积极开展先行先试，更好推进京
津冀协同发展。代表们还围绕加大发展
制造业政策支持力度、完善促进消费政
策、推进种业振兴、强化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统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细化深化
就业政策、出台高速公路充换电设施专项
补贴政策、提升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速度、
完善防洪排涝设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
性债务风险、严厉打击偷税骗税、更好发
挥审计在深化预算管理中的作用等提出
具体意见建议。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务院国资

委、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同志通过网络视
频系统旁听审议意见建议。

■ 本报记者 刘国栋 孟若冰

“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十分重视文
化建设，比如推出的文惠卡，为百姓提供
了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全国两会
召开的前一天，在人民政协网特别策划
的“喜迎二十大 委员说变化”视频栏目
中，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党外知识分子
联谊会理事会副会长李瑛为家乡代言，
引来网友点赞。

李瑛所说的文惠卡是天津首创，在
这张小卡片诞生之前，有的老百姓看不
起戏，剧院门可罗雀。“当时，一场演出好
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老百姓精打细算过

日子，哪儿舍得买？一年下来也演不了
几场。”李瑛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当时剧
院的状况，“有的剧场内演员比观众还
多，没有观众看戏，演员创作就没热情、
演出便没激情，形成了恶性循环。院团
收入只能靠财政补贴。”
2015年3月底，文惠卡问世。政府出

钱请市民看戏，把当年补贴院团的钱实打
实地放进百姓口袋，百姓争着挤着进剧
场。一张小卡片激起“文化振兴”一池春
水，当年各大剧院总共演出952场；第二
年，演出翻了将近一番，达到1781场；2021
年，演出达到了5840场，约85万人次办卡，
政府补贴已达2.5亿元。 （下转第2版）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3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巴基斯
坦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向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贵国开普省白沙瓦市发生严重恐怖袭
击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

慰问。中方对这一恐怖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坚定支持巴基
斯坦政府和人民为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稳定、保护人民生命
安全所作努力。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此向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致

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记者 李砺寒 梅常伟）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日下午在出
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
会议时强调，依法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式，是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必然要求。要贯彻依法治军战
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
坚强法治保障。

会上，何雷、徐西盛、梁阳、蒋庆群、王振国、高步明等6
位代表分别发言，就完善军事法规制度体系、做好军事斗争
法理准备、依法保障军人合法权益、加快国防科技创新、推
动国防动员创新发展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
出，过去的一年，全军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
示，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为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习近平着重就贯彻依法治军战略作了强调。他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依法治军纳入全面依法治国总
盘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军作出重要部署，中央
军委专门制定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决
定。经过这些年不懈努力，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这是党中
央把握新时代建军治军特点规律、从强军事业全局出发作
出的重要决策部署。

习近平强调，要全面把握依法治军战略。要贯彻新时
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
着眼于全面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构建中国
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
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战
斗力标准，坚持建设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坚持按照法治
要求转变治军方式，坚持从严治军铁律，坚持抓住领导干部
这个“关键少数”，坚持官兵主体地位，坚持贯彻全面依法治
国要求。

习近平指出，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是系统工程，要统筹
全局、突出重点，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深化军事
立法工作，打好政策制度改革攻坚战，提高立法质量，增
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做好法规制度实施工
作，落实联合作战法规制度，深化依法治训、按纲施训，强
化我军建设规划计划刚性约束，严格依法加强部队管
理。要强化法规制度执行监督工作，明晰责任主体和评

估标准，健全监督机制，严格责任追究，确保法规制度落
地见效。要加强涉外军事法治工作，统筹谋划军事行动
和法治斗争，健全军事领域涉外法律法规，更好用法治维
护国家利益。

习近平强调，要汇聚贯彻依法治军战略强大合力。军
委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要认真履职尽责，法治工作机构要
发挥好职能作用，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指导和开展工作。
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国防意识，自

觉履行法定的国防建设职责，依法保障好军队建设、军事行动
和军人合法权益。
习近平最后强调，全军要抓紧抓实备战打仗工作，协助地

方做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工作，及时有效处置各种突发情况，
保持国家安全稳定，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
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参加会议。

习近平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

贯彻依法治军战略
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3月7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天津代表团举行分组会议
李鸿忠廖国勋段春华齐玉等发言

就巴基斯坦开普省严重恐怖袭击事件

习近平向巴总统阿尔维致慰问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

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肖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特

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陆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特命全

权大使。

二、免去金智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冰岛共和国特命全权
大使职务；
任命何儒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冰岛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成竞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联邦特命全

权大使职务；
任命肖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联邦特命全权大使。

天津代表团继续审查计划报

告和草案、预算报告和草案

一张小卡片 激活大市场

两会倾听，来自基层的声音
代表委员讲天津故事、话国家发展

■ 本报记者 李国惠

刘平 韩雯 孟若冰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3月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
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
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
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的
重要讲话，为农业和社会保障事
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让天
津代表委员们激情澎湃、信心
满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我国种粮成本高、收益低问

题依然突出。”今年全国两会，全
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副主席张金
英带来的提案中，就有关于应对
我国粮食安全风险的。
“在深入调研中，我深刻体

会到，要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张
金英认为，在落实党政同责要
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的同时，应大力推进
“藏粮于制（度）”，加快建立完
善农民种粮收入保障机制，坚
持并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和收
储调控政策，稳定并优化种粮
收入补贴政策，加快构建粮食
作物保险体系，大力发展粮食
生产经营社会化服务，全方位
提升新型主体粮食生产经营能
力，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
中国粮。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
“农田就是农田，只能用来

发展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
全国政协委员、市高院副院长李
颖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
好‘三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深感重任在肩，作为司法界
的政协委员，一定充分发挥职能
作用，用法治力量为乡村振兴保
驾护航。”

李颖说，回去后将与同事们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持
续深入推进农村常态化扫黑除
恶斗争，依法严惩非法乱占耕
地、侵害农村妇女儿童人身权利
等犯罪，守护好粮食安全和农村
社会稳定。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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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动荡变革世界，中国始终代表稳定性和正能量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