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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崖州湾科创平台项目
3325吨钢结构整体提升10米

系海南有史以来钢结构整体提升重量之最，非闭合钢结构之最

人民日报社论

乘势而上开启崭新征程
——热烈祝贺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胜利闭幕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在催
人奋进的春天里，全国政协十三届
四次会议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圆
满完成各项议程，3 月 10 日在北京
胜利闭幕。我们对大会的成功表
示热烈祝贺！

这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
进的大会。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深入委
员小组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

建议，与委员们共商国是、共谋发
展。广大政协委员认真履职、勤勉
尽责，听取和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
工作报告和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
报告，列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
他有关报告，讨论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草案，表示赞同并提
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大家一致赞
成并坚定支持完善香港特别行政
区选举制度。在节奏快、任务重的
情况下，全体委员坚持高标准、高

要求、高效率，认真审议文件、深入
协商交流，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
聚共识，充分体现了专门协商机构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充
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生机活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第一年。展望“十四五”壮丽征
程，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的
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
和信心所在。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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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本报讯（记 者 刘 佳）省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第二驻点指导组近日进
驻三亚。3 月 9 日上午，三亚市与第
二驻点指导组召开沟通见面会。受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委托，市
委副书记、市长包洪文出席会议并
代表市委表态讲话。第二驻点指导
组组长穆克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
议由市委副书记、市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王利生主
持。

包洪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全市各级
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深刻认识
开展教育整顿的重大意义，要提高

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决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决策部
署上来，全力支持配合指导组做好
各 项 工 作 ，确 保 教 育 整 顿 顺 利 开
展。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指示精
神和中央、省委关于教育整顿的重
要部署，努力打造一支“五个过硬”
的高素质政法队伍。

穆克瑞传达了中央和省委关于
教育整顿的系列部署，强调三亚市委
要落实主体责任，市委政法委、政法单

位党组（党委）要落实直接责任，有关

部门要落实协同责任；指导组将按照
省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的要求，认真履
行指导、督促、协调、推动及考核评估
职责；督办不包办，指导不主导，到位
不越位，配合、支持、协同三亚市委和
市委政法委、市政法各单位落细落实
省委关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系列安
排，高质量开展好这次教育整顿，形成
合力。

穆克瑞指出，“规定动作”要不
折不扣完成，“自选动作”要做出特
色，并就第一阶段的详细安排提出
具体指导意见和要求。

省第二驻点指导组副组长盛小
卫、杨挺及各专项组组长，傅君利、徐
伟、王东、张光亲等领导同志参加会
议。

会后，三亚迅速召开教育整顿办

公室主任（扩大）会，传达沟通见面
会精神，研究部署相关推动工作。

根据中央关于开展全国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的部署和省委安排，海
南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二驻点指
导组对我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开展驻点指导。指导组进驻期间设
立值班电话：0898-31001101；邮政
信箱：三亚市 A044 号邮政信箱；电
子邮箱：syzfdwjyzd@126.com;指导
组受理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20：
00，受理来信来电和电子邮件的截
止日期为 6 月 30 日。指导组主要受
理反映我市及所辖区党委政法委、
法院、检察院、公安和司法行政机关
政法干警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
属于受理范围的问题，将按规定交
由有关部门受理。

三亚市与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二驻点指导组召开沟通见面会

本报北京 3 月 10 日电 3 月 10
日，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
海南代表团在住地举行会议，继续审
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政府工作报
告、“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年度计划、年度预算等四个
决议草案。

沈晓明、冯飞、罗保铭、刘赐贵、
蓝佛安、吕彩霞、徐启方、周红波、苻

彩香、冯忠华、许俊、吕薇、吴月、邓泽
永、符宣朝、邓小刚、王长仁、刘平、杨
莹、廖虹宇、陈飘、符小琴、王书茂等
代表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何西庆、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凤
超、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毅列席会
议。根据大会秘书处统一安排，最高
人民检察院副部级专职委员万春，以
及最高法、最高检有关负责同志通过
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上午，代表们继续审议“两高”工
作报告，一致认为报告通篇贯穿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总结成绩客观实在，分析问题坦诚深
刻，部署工作思路清晰，是一个政治
站位高、回应人民关切、彰显公平正
义的好报告。最高法、最高检深入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忠实履行宪法法
律赋予的职责，坚持服务大局、司法
为民、公正司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下午，会议分别审议了关于政府

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十四五”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关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的决议草案、关于 2020 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1 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草案。

（沈 宣）

海南代表团审议“两高”工作报告和四个决议草案
沈晓明冯飞出席

本报北京 3 月 10 日电 3 月 10
日，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的海南代表团团长、省委书记沈晓
明，海南代表团副团长、省长冯飞
看望慰问代表团中的工作人员和

随团记者，向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
感谢。

沈晓明对大家的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他说，海南代表团全体工作
人员恪尽职守、团结协作，各项工

作开展井然有序，为代表依法履职
提供了有力的服务保障；媒体记者
充分报道大会盛况，生动展示代表
履职风采，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希望大

家再接再厉、慎终如始做好各项工
作，为确保全国两会圆满成功作出
贡献。

蓝佛安、许俊、何西庆参加慰问。
（《海南日报》客户端）

沈晓明冯飞慰问海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

两会日程预告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11日上午举行代表
小组会议，审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年度计划、年度预算、全国人大常
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七个

决议草案；11 时召开主席团第四次会
议。

11 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

闭幕会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
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出席记者会
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3月11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
李克强总理出席记者会

开局开局20212021——走进三亚重点项目建设现场10Sy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1号提升点准
备就绪，2号提升点准备就绪……开始提
升！3月9日，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大学
城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台项目（以下简称

“三亚崖州湾科创平台”）工地上，在钢结
构技术指挥长顾军兵的指挥下，该项目
3325吨的钢结构斜交网格正在缓缓向上
整体提升。17时许，经过6个小时左右的
整体提升，U型钢结构整体实现对接。

据悉，三亚崖州湾科创平台用钢量
约为7500吨，本次提升的U型钢结构用
钢量3325吨，是海南省有史以来钢结构
整体提升重量之最，非闭合钢结构之最。

记者8时 30许在现场看到，专业技

术人员正在对设备进行调试，检查液压
提升设备及提升单元无异常后，28个液
压提升设备准备就绪。9时许，随着指
挥长顾军兵一声令下，液压提升设备开
始运转，钢结构斜交网格在液压和铁索
同时的作用下慢慢向上提升。

“此次整体提升实现多个技术创新，
钢结构整体提升后，112个对接口实现
对接。”顾军兵介绍，提升单元提升至接
近安装标高后放缓提升速度，并通过计
算机系统进行微调至安装位置，满足对
接要求后，28个提升点同步进行对接固
定，全部连接固定完成后拆除提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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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钢结构整体提升现场。本报记者 符吉茂 摄

新华社北京 3月 10 日电 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10 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号召，
人民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
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
凝心聚力促发展、乘势而上开新局，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
奋斗。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汪洋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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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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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3 时，闭幕会开始。汪洋宣
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2158人，实到2087人，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关于政协十三届三次会

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政

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
于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
的报告、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政治决议。委员们一致赞成
并坚决支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关
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

定。
汪洋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聚焦

“十四五”、共话新蓝图、汇聚正能量，

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
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出席会议，与委员共商国是。全体委
员深入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
规划纲要草案和其他报告，认真审议
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等文件，坚
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取
得积极成果，充分体现了广大委员为
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担当精神，展现了
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优势作
用。

汪洋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第一年。人民政协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把中共中央决
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
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
聚起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作出积极贡献。

汪洋强调，人民政协作为坚持和
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
必须始终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作为
根本政治原则和重大政治责任，不断
强基固本，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更好发挥协商民主这

一实现党的领导重要方式的作用，通

过政协协商的制度实践，把党的主张

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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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汪洋发表讲话

3 月 1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闭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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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主持闭幕会并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3 月 1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汪洋主持闭幕会并发表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