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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强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表示

推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服务高质量发展
张军在参加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表示

以能动检察履职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郭声琨参加云南代表团审议

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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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

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

汪洋参加看望和讨论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3月2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复信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习近平指出，北京2022年冬奥会已经圆满

落幕。中方全面兑现办奥承诺，为世界奉献了

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得到国际

社会高度评价。

　　习近平强调，这是中国人民的成功。中国人

民是我们筹办北京冬奥会的力量源泉。通过北

京冬奥会，中国3亿多人参与冰雪运动，为建设

健康中国、促进人民福祉注入新动力，也为全球

冰雪运动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习近平强调，这是世界人民的成功。世

界各地奥运健儿齐聚五环旗下，相互尊重、

彼此激励、突破极限、超越自我，完美演绎了

“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的奥林匹克

新格言，为世界人民带来了温暖和希望，为

世界播撒了和平与友谊的种子，激发了人类

增进团结、共克时艰、一起向未来的强大

力量。

　　习近平感谢巴赫主席和国际奥委会长期

以来对北京冬奥会的坚定支持，指出中国政

府愿同国际奥委会保持密切合作，一如既往

支持国际奥委会工作，坚守奥林匹克精神，共

同促进奥林匹克运动蓬勃发展，共同谱写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

　　日前，巴赫致信习近平主席，祝贺北京

2022年冬奥会圆满闭幕，表示在习近平主席

卓越领导下，中国跻身冬季运动国度行列，

超过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是北京冬奥会

创造的宝贵财富，开启了全球冬季运动新时

代。北京冬奥会兑现了庄严承诺，以最高标

准实现了办会目标，确保了所有参会人员

安全。

习近平复信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本报讯 记者董凡超 鲍静 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3月5日

参加云南代表团审议时说，完全赞成政府工

作报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办好一件件大事要

事喜事，战胜一个个困难风险挑战，“十四五”

实现良好开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

成就。成绩得来殊为不易，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掌舵领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科学指引。要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推动政法工作高

质量发展，为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

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扎实工

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北京3月6日讯 记者张昊 “人民

政府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讲到了人民的心

坎上，得到了人民的由衷肯定。”3月6日上午，

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张军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黑

龙江代表团审议时表示，2021年在党和国家

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全国各族人民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顽强拼搏，砥砺奋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取得

骄人成绩，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巨大优越性。政府工作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以人民

为中心的理念，体现了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

转化，政府工作更多聚焦解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

往上，体现了“国之大者”，集中反映了人民心

声，获得了各方面的充分肯定。对政府工作报

告，张军表示完全赞同和拥护。

　　张军指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

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检察机关要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以能动履职、主

动作为助力经济社会行稳致远，切实履行

好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重

大责任———

　　要落实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要求，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依法严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和社会大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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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张晨 3月5日下午，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表示，对政府工

作报告完全赞成，人民法院将始终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领会“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进

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服务高质量

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周强表示，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党隆重庆祝成立

一百周年，胜利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并

通过第三个历史决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新征程。一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勠力同心、砥

砺奋进，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

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

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实现“十四五”良好开

局。这些成绩的取得，最根本的在于习近平

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

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科学指引。

　　周强表示，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月6日

下午看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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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

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要在推动社会

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

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到来之

际，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参加全国两会

的女代表、女委员、女工作人员，向全国各族

各界妇女，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女同胞、海外女侨胞，致

以节日的祝贺和美好的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

洋参加看望和讨论。

　　联组会上，羊风极、王静、唐俊杰、莫荣、

益西达瓦、万建民、王海京等7位委员，围绕

大力发展乡村产业、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基

石、促进种业自主创新、补齐社保体系短板、

推动社会福利事业可持续发展、全面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动员社会力量推进共同富裕

等作了发言。

　　习近平在听取大家发言后发表重要讲

话。他表示，来看望全国政协农业界、社会福

利和社会保障界的委员，参加联组讨论，感

到十分高兴。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在座各位

委员、全国广大政协委员致以诚挚的问候，

向全国广大农业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工作

者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过去一年，面对复杂严峻

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中共中

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顽强奋斗、迎

难而上，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

年，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

得新的重大成就，“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

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顽

强拼搏的结果，也是广大政协委员团结奋进

的结果。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

深刻复杂变化，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

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博弈日趋激

烈，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内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们要看到，我国发

展仍具有诸多战略性的有利条件。一是有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为沉着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提供根本政

治保证。二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

著优势，我国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在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打赢脱贫攻坚战等实践中进一

步彰显显著优越性，“中国之治”与“西方之

乱”对比更加鲜明。三是有持续快速发展积

累的坚实基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

防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体量大、回

旋余地广，又有超大规模市场，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不会改变，具有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四是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社会治理水平不

断提升，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五是

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   下转第二版

□ 常鸿儒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

出：“建设群众身边的体育场地设施，促进全

民健身蔚然成风。”

　　体育事业的发展需要竞技体育的不断进

步，更需要群众体育的广泛开展。近年来，随

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人民群众

通过健身促进健康的热情日渐高涨。公共体

育设施作为人民群众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

基础保障和重要引擎，更加受到重视。我国体

育场地数量、体育场地面积、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也在不断增加。

　　全民健身硬件增加的背后是法治这个最

强“软 件”的 持 续 发 力。《全 民 健 身 计 划

（2021—2025年）》提出要加大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供给；《全民健身条例》规定，公园、绿地

等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应当根据自身条件

安排全民健身活动场地；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

众体育的意见》强调，增加健身设施有效供

给，补齐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短板，大力开展

群众体育活动。这些都有利于破解全民健身

场地设施供需矛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健身需求。

　　体育强则中国强，全民健身是由体育大国

向体育强国迈进的重要组成部分。期待全社会

都行动起来，以北京冬奥会、北京冬残奥会的

举办为契机，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建设，为体育强国贡献法治力量。

法治助力体育强国建设

  图为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参加云南代表团审议。

郝帆 摄  

  3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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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参加看望和讨论。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林晖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3月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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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讲了保障粮食安全问题。

　　会上，几位全国政协委员从不同角度不约而同谈到粮食安全

问题：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基石、促进种业自主创新、全面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认真倾听，不时同委员们深入交流。

　　“谁来养活中国？”听了大家的发言，总书记回应这样一个

问题。

　　“中国要靠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

定，“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如果我们端不稳自己的饭碗，就会受

制于人”。“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向部分地方负责同志严肃提出，把

“米袋子”、“菜篮子”的责任完全推给市场不行，不能搞无粮化。

　　会上，总书记提及此事，强调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要饭碗一

起端、责任一起扛。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谈到耕地保护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历数了当前几类突出问题：

挖湖造景，挖鱼塘、建养殖场、种花卉果木，占用耕地乱象屡禁不

止；在耕地占补平衡上弄虚作假，搞“狸猫换太子”；放任乱占耕地

建房，“崽卖爷田心不疼”……

　　他强调，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压实各级地方党委和

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制止餐饮浪费提出要求，推动建

设节约型社会。

　　在总书记看来，我们节约粮食这方面做得还不够，特别是社会

上还有一些不良风气，大吃大喝、讲排场、摆阔气、要面子，造成

浪费。

　　“中国人才几天时间没饿肚子？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

的这些孩子。过去谁没饿过肚子？但人很容易健忘。”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我国粮食安全紧平衡格局长期不会改变。在粮食安全这个问

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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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蒲晓磊

　　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

府工作报告。

　　过去一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年。一年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

形势和诸多风险挑战，我国发展取得哪些新

的重大成就？

　　经济保持恢复发展；创新能力进一步增

强；经济结构和区域布局继续优化；改革开放

不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人民生活

水平稳步提高；疫情防控成果持续巩固……

报告列出的“成绩单”令人倍感振奋。

　　今年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十分重

要的一年。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重、挑战

多，如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着力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加大宏

观政策实施力度；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更大激

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切实保障和改

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报告制定

的“计划表”令人信心十足。

　　报告指出，综合研判国内外形势，今年我

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必须爬坡

过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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踔厉奋发担使命 笃行不怠开新局
法律界代表委员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