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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微信公众众号号““侠客岛侠客岛”《【”《【解局解局】】中国军中国军

费增长费增长““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加剧地区局势紧张”？”？这得好好这得好好

算算账算算账》》

网友“Leo”

作为纳税人，我支持国家国防建设。这钱花得值！

网友“Hoper姜”

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
不察。

网友“kevin”

中国维护和平的决心和能力都很强大。

网友“猎镝”

看一个国家是否对其它国家构成军事威胁，关
键看这个国家的外交和国防政策，而不是看这个国
家的国防经费增加了多少。

网友“恩”

这个世界不太平，只是很幸运，我们生活在一
个太平的国家。

网友“草木”

只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保障人民安心地生
活、经济进一步发展，也才能赢得他国的尊重。

网友心声

转载情况：约15次，菲龙网等转载
在林业建设中，中国不仅聚焦自身发展，还积

极承担国际义务。2015 年，习近平主席在巴黎气候
变化大会上提出于2030年“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
加45亿立方米左右”的新目标。

着眼未来，中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还应弥补短
板，重点着力。目前，条件较好的宜林地已经基本
完成植树造林，剩下的都是宜林荒漠化地区、石漠
化地区、盐碱地、尾矿区等“硬骨头”，亟待生态修
复。中国森林生产力及功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森
林质量精准提升势在必行。同时，林业建设必须秉
承“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理念，实现
区域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双丰收。

中国跨多个气候区，地理环境复杂，林业工作
者经过 70年的努力，人工植树造林取得世界第一的
骄人成绩，积累了各种复杂环境植树造林和恢复植
被的经验。中国可利用自身积累的经验，以“一带
一路”建设为契机，与世界各国开展技术合作，为
建设一个更绿、更美的地球而努力。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绿水青山扮靓

美丽中国》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文章《《绿水青山扮靓绿水青山扮靓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栏目编辑：李 贞）（栏目编辑：李 贞）

网友热议全国两会召开

“提振信心 我们都是奋斗者”
叶晓楠 段钇男 田春雨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新华社新华社”《”《好人好报好人好报！！女孩求女孩求

职归途见义勇为职归途见义勇为，，被应聘单位领导知道了被应聘单位领导知道了》》

网友“渴望”

有这样的品德，何愁在工作中没有作为。

网友“无锌”

女孩的行动证明了她是一名合格的医护人员。
平凡的举动，流露出专业的素养，为医院领导的决
定点赞！

网友“曾经沧海”

有德行是干好工作的必要条件，这位姑娘一定
能做好护士的工作。

转载排行

▲北京风和日丽，在春风的吹拂下，长安街新华门附近的玉兰花竞相
绽放，在蓝天和红墙的映衬下格外美丽。 郭俊锋摄

▲ 春暖花开时节，三峡库区沿长江两岸的山花、油菜花竞相开放，碧
绿的江水、飘香的花朵以及雄伟的三峡构成美丽的春天图画。 郑家裕摄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学习小组”《”《习近平说习近平说，，

在这事上作出贡献在这事上作出贡献，，就可以挂红花就可以挂红花、、当当

英雄英雄》》

网友“树洞里的猩猩”

应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生态文
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万世的一项伟
大工程。

网友“阿华”

绿水青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绿水青
山，光有GDP，我们是无法发展的。

网友“江湖侠客”

我希望能早日看到老家的河水再次变得清澈见底。

网友“华攸金”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站得高、看
得远，讲得也很透、很到位。只要多部门都重视起
来，完善法律法规、联合执法，并主动帮助落实整
改，对守法的企业给予扶持，我相信生态环境一定
会越来越美！

3 月 3 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
2019年全国两会拉开大幕。近一周来，两会的相关报道
是最热门的新闻，无论是各大媒体网站的系列专题报
道，还是微信、微博等平台上网友的互动留言，都反映
出民众对于两会的热切关注。

新华网发表网评称：“因为曾经的奋斗行之不易，我
们倍加珍惜取得的成绩。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也必将
提振新时代奋斗者的信心，激发新征程追梦者的创新创
造活力，让全体中国人民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坚韧不拔
的毅力、坚持不懈的干劲，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
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连日来，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纷纷通过直播、短
视频、图解等多种方式聚焦两会热点。在微博上，截至3
月 6 日下午 3 时，微博话题“全国两会”的阅读量逾 67
亿，讨论量超770万，两会声音频频登上微博热搜榜单。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代表委员和广
大网民中引起了热烈反响。他们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在今后工作中，将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
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
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各大媒体随即推出了相关报道，央视新闻发布 《今
年首次下团组，习近平谈到这两项“培根铸魂”的重要
工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发布“习近平总书记

‘下团组’漫评”。
网友“千寻 122”留言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为今后的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希望文艺工作者能多
出精品奉献给人民。”网友“春阳一小兵”留言说：“重
视红色基因，要多拍摄这方面的重大题材，讴歌这个时
代的真善美，传播正能量。”

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发布 《在内蒙古团，习近平集
中谈了一件大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推出系列微
视频《一分钟看习近平“下团组”》，新华网发布《再到
内蒙古团，习近平把这件事讲得很重》《习近平对草原儿
女的希望》，央视网还推出 VR 全景作品“我是你的眼，
带你走进内蒙古代表团审议现场”，让广大网友“走进”
现场感受氛围。

网友“肖永乐”留言说：“建设美丽中国，保护绿水
青山，必须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力，真抓实
干，务求实效。”这条留言，得到了 300多条点赞。网友

“阿东”则表达了“希望祖国更加美丽”的美好心愿。
两会期间，各大媒体为传播两会声音纷纷推出了重

磅报道，这些报道都很引人注目。打开人民网官网，直击
眼球的便是首页头条位置主题为“追梦 奋斗”的 2019年
全国两会专栏，下方分别开辟“人大专题”和“政协专
题”，对会议进行实时报道。

一系列融媒体的报道形式十分吸睛，让网友们可以
以更直观的方式了解两会的进程。

人民网融媒体工作室推出了一系列特别策划，其中
包括由人民视频制作的 《人民小厨，上菜了》 系列节
目，以短视频的形式、接地气的方式、轻松活泼的语
言，对两会进行即时报道，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新华网媒体创意工场利用MR智能演播厅屏幕，推出
了“全息交互看报告”，打造出时空转换的效果，以耳目一
新的角度展现百姓生活、城乡风貌、经济发展等场景。从百
姓视角看宏观数据，通过小家看国家，引来无数网友点赞。

网友“五月七日学姐”留言说：“喜欢以这样的方式读
报告。”网友“荷花”表示：“创意无限，构思独特，好看！”

民生福利获点赞

3月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李克强
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很快，人民网微信公众号推出了一系列推送，解读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民生福利：《2万亿！李克强宣布：实
施更大规模减税》《定了！流量费将再降20%，全国实行

“携号转网”》《速查收！总理报告里这 20 个“大红
包”》 等报道相继推出，截至3月6日下午3时，这些推
送的阅读量均已超过10万。

新华视点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题为“政府工作报告
‘民生清单’，请查收！”的微博，随即引发网友广泛关
注，截至 3 月 6 日下午 3 时，该条微博阅读量已逾 190
万。就业、医疗、减税降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民生
话题，都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就业是民生之本。政府工作报告中称，从失业保险基
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
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还指出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就业中
的性别和身份歧视。微博网友“心怀阳光不惧饿狼”留言
称：“希望落到实处，让更多女性享受平等就业的机会。”
网友“张连忠”留言说：“道路千万条，民生第一条。”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关注的热点之一。政府工作报告
在做好今年的各项工作中指出，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
标准增加 30元，一半用于大病保险。降低并统一大病保
险起付线，报销比例由50%提高到60%。做好常见慢性病
防治，把高血压、糖尿病等门诊用药纳入医保报销。

3月5日，央视新闻官方微博上播出的李克强总理宣
读相关内容的视频，截至6日下午3时，这条视频的观看
次数已超过100万次，网友转发、点赞近万次。微博网友

“风流倜傥”说：“感谢国家在医疗工作上做出的努力。”
网友“宝贝 630”称：“这项政策保障了人民的治疗品
质，让人们不再苦于费用。”

减税降费给企业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今年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

微博网友“积分 s”留言称：“减税降费为小微企业
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以鼓励民众创业。”网友“喜
欢现在”留言称：“减税降费为企业创新铺平了道路，使
企业更放心地投入资金进行技术创新。”

给城镇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件民生实事，办到了百
姓心坎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城镇老旧小区量大面
广，要大力进行改造提升，更新水电路气等配套设施，

支持加装电梯，健全便民市场、便利店、步行街、停车
场、无障碍通道等生活服务设施。”微博网友“西窗飞雨
007”留言说：“现在，住了十多年的小区正在施工加装
保温层，如果再加装电梯，那可真是太好了。”网友“老
徐时评”说：“这可是一件大好事。资金方面，政府资助
一部分，个人拿一部分，这件事就好办多了，点赞！”

充满信心干劲足

两会期间，来自各行各业的民众也通过网络表达了
自己对两会和中国未来发展的期许和信心。有网友留言
称：“两会上，一幅中国发展新图景徐徐铺展在世界面
前，也展现出中国坚定迈向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新期
待的自信。两会提振信心，我们都是奋斗者。”

3月2日，人民网发布了一则视频 《街采来了：奔跑
追梦 中国有我》，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表达了他们对生
活的期许：“亚洲飞人”苏炳添奔跑追梦，2018年参加了
13场比赛，获得了7个冠军，两次跑出9秒91的成绩，追
平男子100米亚洲纪录；黄秀兵，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的
一名顺丰快递收派员，2018 年平均每天收派快递 150 多
件，一年收派4万多件，今年，他希望能为顾客提供更好
的服务……视频中，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都在拼搏奋斗，
实现了小心愿，树立了新目标。一位来自天津的网友看
了视频留言表达自己的心愿：“希望创业人员可以有更多
政策上的支持和更好的创业平台。”

央视新闻客户端发布了以“世界看两会 海外华侨华
人期待祖国发展繁荣”为主题的视频采访，其中，受访
的海外华侨华人纷纷表示，对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非常
关注，虽然身在海外，但对中国的强大深感自豪，期待
今年两会为中国继续发展繁荣指明方向。

3 月 5 日，新华网发布报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
官打下决定性基础——从全国两会看中国改革发展新图
景》，代表委员们在采访中表达了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信心。

放眼世界，中国两会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国新闻网的报道 《外媒看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获

好评 外商期待投资法草案》 整合了路透社、美国有线
电视台等国际媒体对中国两会的报道，政府工作报告
获得国际社会点赞，对即将审议的 《外商投资法》 草
案，外媒也给予高度评价，称“期待已久”，“中国投
资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各国企业在华发展机遇一定
会越来越多。”

央视网在“世界看两会”栏目发布新闻报道 《德国
学者：中国展现大国担当》。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培高德
在采访中表示，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史无前例，
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中国也展现出了大国担当。

▲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群众通过“学习强国”APP
关注全国两会的召开。 曾嵘峰摄 （人民视觉）

▲ 3月5日，几位全国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里，注意
到首次设置在此的人民日报电子阅报屏，他们上前浏览两会
信息、查阅有关数据。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早春迎盛会早春迎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