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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4日电（记者王比
学）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4 日
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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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通过
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议程。

十三届全国人大现有代表 2975
人。截至 3月 3日，已经向大会秘书
处报到的代表2956人。4日的预备会
议，出席 2932 人，缺席 43 人，出席
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栗战书在主持会议时宣布：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9年 3月 5日召开，大会的各项准
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栗战书指出，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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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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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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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预备会议经表决，选举产生了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
长。大会主席团由176人组成，王晨

为大会秘书长。
根据表决通过的会议议程，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审议政府工作
报告，审查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9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审查 2018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9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审议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外商投资
法草案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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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
明、张春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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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丁 仲 礼 、 郝 明
金、蔡达峰、武维华，秘书长杨振
武出席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栗战书主持

本报北京3月4日电（记者王比
学）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
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
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主
持会议。

主席团会议应到 176 人，出席
172 人，缺席 4 人，出席人数符合法
定人数。

会议首先推选了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主席团常
务主席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副委员长、秘书长担任。主席团
常务主席召集并主持主席团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日程。根据会议日程，这次
大会定于 3 月 5 日上午开幕，3 月 15
日上午闭幕，会期10天半。

根据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规定，主
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主席团成员若干
人分别担任每次大会全体会议的执行
主席。经过表决，会议推选了大会全
体会议执行主席。

会议经过表决，决定杨振武、信
春鹰、李飞、张业遂、韩立平、李宝
荣为大会副秘书长。会议指定，张业
遂兼任大会发言人。

会议经过表决，决定了十三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议案的办法。会
议决定，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为
3 月 11 日 12 时。会议期间，大会秘
书处对代表团和代表提出的议案进行
研究，提出处理意见，报告主席团作
出决定。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栗战书主持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第二十七次委员长会议。栗战
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3日下午，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的各代表团召开会议，审议
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和

秘书长名单草案、议程草案。
4日上午举行的委员长会议听取

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作的
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
和秘书长名单草案、议程草案审议情
况的汇报，决定将两个草案分别提请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预备会议选

举和表决。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委 员 长 王

晨、曹建明、张春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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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丁 仲
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出席
会议。

栗 战 书 主 持 第 二 十 七 次 委 员 长 会 议

栗战书 王晨 曹建明 张春贤 沈跃跃 （女） 吉炳轩 艾力更·依明巴海 （维吾尔族） 万鄂湘 陈竺 王东
明 白玛赤林 （藏族） 丁仲礼 郝明金 蔡达峰 武维华 杨振武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19年3月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

主席团（176人，按姓名笔划为序）
丁仲礼 丁薛祥 乃依木·亚森 （维吾尔族） 于伟

国 万卫星 万鄂湘 习近平 马伟明 马逢国 王东
明 王东峰 王光亚 王刚 王志民 王岐山 王沪宁
王国生 王建军 王砚蒙 （女，傣族） 王宪魁 王勇

超 王晨 王银香 （女） 支月英 （女） 尤权 车俊
巴音朝鲁 （蒙古族） 邓丽 （女） 邓凯 艾力更·依

明巴海 （维吾尔族） 左中一 石泰峰 布小林 （女，
蒙古族） 旦正草 （女，藏族） 叶诗文 （女） 史大
刚 史耀斌 白玛赤林 （藏族） 白春礼 （满族） 丛
斌 冯淑玲 （女，满族） 吉狄马加 （彝族） 吉炳轩
吕世明 朱国萍 （女） 向巧 （女，苗族） 刘艺良

刘远坤 （苗族） 刘奇 刘海星 刘家义 刘赐贵 齐
玉 江天亮 （土家族） 许为钢 许立荣 许宁生 许
其亮 孙志刚 苏嘎尔布 （彝族） 杜家毫 杜德印
李飞 李飞跃 （侗族） 李玉妹 （女） 李伟 李纪恒

李 作 成 李 希 李 学 勇 李 钺 锋 李 家 俊 李 鸿
（女） 李鸿忠 李强 李锦斌 李静海 杨洁篪 杨洪
波 （白族） 杨振武 杨蓉 （女） 肖开提·依明 （维吾
尔族） 肖怀远 吴月 （女，黎族） 吴玉良 吴英杰
邱勇 何健忠 何毅亭 邹晓东 冷溶 汪其德 汪

洋 汪鸿雁 （女） 沙沨 （女，回族） 沈春耀 沈跃
跃 （女） 张又侠 张少琴 张升民 张平 张业遂
张庆伟 张志军 张轩 （女） 张伯军 张春贤 张毅
陆东福 陈全国 陈求发 （苗族） 陈希 陈武 （壮

族） 陈竺 陈敏尔 陈锡文 陈豪 武维华 苗华
林建华 林铎 罗保铭 罗萍 （女，哈尼族） 罗毅

（布依族） 郑军里 （瑶族） 郑奎城 降巴克珠 （藏
族） 赵龙虎 （朝鲜族） 赵乐际 赵宪庚 赵贺 郝
明金 胡和平 咸辉 （女，回族） 哈尼巴提·沙布开

（哈萨克族） 段春华 信春鹰 （女） 娄勤俭 洛桑江
村 （藏族） 姚建年 贺一诚 骆惠宁 袁驷 栗战书
夏伟东 徐延豪 徐绍史 徐留平 殷一璀 （女） 高

红卫 高虎城 郭声琨 黄久生 黄龙云 黄志贤 黄
坤明 黄路生 曹建明 曹鸿鸣 雪克来提·扎克尔 （维
吾尔族） 康志军 鹿心社 彭清华 董中原 蒋超良
韩立平 傅自应 傅莹 （女，蒙古族） 谢经荣 嘉木

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 （藏族） 赫捷 蔡达峰
蔡奇 廖晓军 谭耀宗 魏后凯
秘书长

王晨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19年3月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19年3月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一、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三、审查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9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四、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

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草案）》的议案
五、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六、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七、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八、其他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二 次 会 议 议 程
（2019年3月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杨振武 信春鹰 （女） 李飞 张业遂 韩立平 李宝荣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杨振武 信春鹰 （女） 李飞 张业遂 韩立平 李宝荣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2019年3月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栗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4日分别看望出席全
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委员并参加分组讨论，同大家
共商国是。

4 日下午，李克强参加了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
会。王建沂、白重恩、钱学明等委员发了言。李克强边
听边与大家讨论。他说，去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
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全
国上下共同努力，实现了经济平稳运行、稳中有进。这
其中也凝聚着政协委员和工商等各界人士的贡献。今年
发展环境更加复杂严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统筹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更加注重依靠改革开放
激发市场活力、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要更大力度简政减
税降费，加强公正监管，持续优化服务，进一步改善营
商环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比较充分的就
业。更加注重创新驱动，促进“双创”上水平，加快新
动能成长，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解决养老、教
育、医疗等领域民生难题，增强群众获得感。民建、工
商联汇聚了大量民营企业人士。我国民营企业、个体工
商户有9000多万户，占市场主体总量近90%，是发展的
重要力量、就业的主力军。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帮助他们纾困解难，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保护
企业合法权益，促进公平竞争。拓宽企业、协会商会参
与政策制定的渠道，汇聚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更大
合力。

4 日下午，栗战书参加了民革、台盟、台联界委员
联组会。李惠东、骆沙鸣、杨毅周等委员发言，围绕营
商环境、农产品电商平台、大国工匠、知识产权和两岸
和平统一、交流合作、融合发展等发表意见建议。在认
真听取委员发言后，栗战书指出，过去一年，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
奋斗的结果，凝聚着各民主党派的心血和智慧。栗战书
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0
周年。民革、台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台联作为台湾同胞的爱国民众团
体，对于国家建设发展，对于祖国和平统一，都发挥着
重要作用。希望民革、台盟、台联再接再厉，自觉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紧围绕中共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建真言、谋良策、出实招，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
双向发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
定践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做好新时代对台
工作，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
独”分裂图谋。

4 日上午，汪洋参加了宗教界委员小组会，认真听
取湛如、黄至安、阿地里江·阿吉克力木等委员发言，
同大家一起讨论。他指出，我国是多宗教国家，实行宗
教信仰自由政策。信教和不信教、信仰不同宗教的政协
委员一起反映民情、共商国是，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包
容性广、代表性强的特点，体现了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优
越性。宗教问题关系到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
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做好宗
教工作也是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重要任务。宗教界委
员要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自觉学习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贯彻
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落实新修订的 《宗教事务条

例》。要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大是大非面
前旗帜鲜明，在大风大浪面前头脑清醒，增强法治观
念，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要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
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使宗教更好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
相适应。要重视加强宗教界人士教育培养，加强教风建
设和内部管理，为宗教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4 日下午，王沪宁参加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
特邀人士联组会。在认真听取李静、张海迪、戴北方等
委员发言后，王沪宁表示，要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
系统学、跟进学、联系实际学，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深入贯彻中共十九大对社会保障工作的各项部署，落
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建设，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力度，解决社会保障领域
突出问题，不断增进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
解读好党和政府相关政策措施，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
神，引导广大群众用自己双手改变生活、实现勤劳致
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特邀人士要发挥在促
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扶助困难群体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为增进民生福祉贡献智慧和力量。

4 日下午，赵乐际参加了共青团、总工会、妇联、
青联界委员联组会。在认真听取崔郁、徐念沙、傅振邦
等委员发言后，赵乐际说，过去一年，新一届全国政协
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决策部
署，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
识双向发力，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发
挥作用，实现了良好开局。奋斗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既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责任。希望各位委员学懂弄通
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界别群
众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自觉把实现党和国家
确立的发展目标变成自己的实际行动；紧紧围绕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重大任务建言献策，广泛宣传党和国家大政
方针，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
解矛盾、释疑增信工作。赵乐际强调，从严管党治党不
仅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
运，是各方面事业发展进步的坚强政治保证，必须坚决
贯彻中共中央战略部署，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希望各位委员一如既
往关心支持纪检监察工作，立足本职岗位，发挥自身优
势，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4 日下午，韩正参加了港澳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联组
会。在认真听取陈冯富珍、柯岚、黄志祥等委员发言
后，韩正表示，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
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新的
重大成就。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区行政长官和政
府的带领下，香港、澳门发展取得了新成绩、新进展。
要准确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略意图，支持香港、
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发展，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抓紧落实《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加快推出一批重大政策举措。重点
支持港澳与内地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为港澳居民提供更
优惠的税收政策，大力鼓励港澳青年在大湾区就业创
业，促进要素高效流动、市场一体化发展。韩正对港澳
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过去一年认真履职尽责给予充分肯
定，希望各位委员勇于担当、务实作为，充分发挥双重
积极作用，当好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的贡献者，当好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捍卫者，当好特别行政区政
府依法施政、积极作为的支持者，当好爱国爱港爱澳精
神的传承者，为国家发展和“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作出
新的贡献。

尤权等参加了讨论。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分别看望
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委员并参加讨论

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即将拉开序幕
本报北京3月4日电（余建斌、杨欣、陈飙） 据中国

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今年，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将继续高密度全球组网，计划发射8-10颗北斗导航卫
星，完成所有MEO （中圆地球轨道） 卫星发射，进一步
完善全球系统星座布局，全面提升系统服务性能和用户
体验。

自去年底北斗三号工程建成基本系统、开通全球服
务以来，北斗系统运行平稳，经全球范围测试评估，在
全球区域定位精度优于10米，在亚太区域定位精度优于
5米，满足指标要求。

根据计划，2020年，我国将全面完成北斗三号全球
系统建设，提供特色服务。2035年，我国还将建成以北
斗系统为核心，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
定位导航授时 （PNT） 体系。北斗系统将以更强的功
能、更优的性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中国今年将发射8-10颗北斗导航卫星
本报北京3月4日电（余建斌、杨欣、肖建军）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我国空间站飞行
任务即将拉开序幕。今年下半年，空间站核心舱、
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和首飞载荷将先后运往文昌航
天发射场，进行发射场合练。后续，择机进行长征
五号B运载火箭首飞任务。

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
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是我国载
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第三步的任务目
标。按计划，空间站将于 2022年前后建成，是我国
长期在轨稳定运行的国家太空实验室，将全面提升
我国载人航天综合应用效益水平。

据了解，2016 年 9 月 15 日发射入轨的天宫二号
平台目前运行稳定，正在组织开展在轨拓展试验和
载荷实验，计划今年7月份之后受控离轨。

全 国 两 会 召 开 期
间，赣南革命老区江西
省于都县各中小学校开
展“学习两会知识 关
心国家大事”主题教育
活动，向学生普及两会
知识，让学生从小关心
国家大事，增强责任意
识。图为 3 月 4 日，于
都县站前小学的老师在
为学生讲解两会知识。

陈地长摄

学习两会知识
关心国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