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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说

未来，我希望用科
技创新推动改革
发展。”

——马化腾

汽车工业与互联
网技术的深度融
合，将是一个重要
发展趋势。”

——陈虹

为建设交通强国、
制造强国而贡献
自己的力量。”

——郭锐

驻上市宝地 助事业腾飞

会议室

食堂

停车场

郑州市二七区金二环，独立
办公场所，“租”不出户，尽享所有
配套。

在这里，河南省交通规划设
计研究院完成了事业单位—有限
公司—上市公司的一系列华丽转
变，是“设研院”的“龙兴宝地”。

办公楼建成于2012年，荣获
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12层超大
标准层，部分出租。

垂询热线：15516953650

借上市之风，助您事业腾飞！

郑州市二七区陇海中路70号
占地面积15亩园区

160个停车位
会议、餐饮、健身、文印等配套齐全
综合独立双重优势

地面12层+地下1层
标准层1495㎡

紧邻陇海快速路
距地铁站5分钟
距高铁10分钟
距机场30分钟

2.2元/平方米/天
部分楼层出租

荣获国家2013年鲁班奖

园区

大厅

针对化肥农药用量的问题，农
业部部长韩长赋3月5日在经过人
民大会堂“部长通道”时说，下一步
将重点抓好重点品种、新型经营主
体和科技创新三方面，继续推进化
肥农药减量增效。

韩长赋说，重点品种方面，将
在果菜茶生产大县推广有机肥替
代化肥行动，推广绿色防控和生物
防治；新型经营主体方面，将指导
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
型经营主体带头减化肥、减农药；
科技创新方面，将提高化肥农药使

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对

有机肥进行补助等措施，推动化肥
农药减量增效。

韩长赋表示，化肥农药用量过
多，不仅增加生产成本，也给生态
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为此，农业部
提出力争到2020年主要农作物化
肥使用量、农药使用总量实现零增
长。目前，我国农药使用量已经连
续3年负增长，化肥使用量已实现
零增长。

（本栏文字均据新华社）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推动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工信部部长苗圩3月5日经过
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时说，我国
新能源汽车与国际先进水平基本
同步发展，连续三年产销量全球第
一，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总量超过
180万辆。

苗圩说，新能源汽车技术水平
显著提升。2017年较2012年动力
电池单体能力密度提升2倍，纯电

动汽车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同
步。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已建成
规模化充电服务网络。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仍存在
核心技术掌控能力不足，使用环节
优惠措施不够，地方保护仍存在等
问题。下一步工信部将针对这些
问题加强统筹规划、政策衔接，合
力推动解决。

工信部部长苗圩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全球第一

针对农民出行“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3月
5日在经过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
时表示，到 2019年要完成具备条
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的目
标。

“小康路上绝不让任何一个地
方因交通而掉队，这是我们对党和
人民的庄严承诺。”李小鹏说，农村
公路的建设要尽量向进村入户倾
斜，到2020年具备条件的建制村要
通客车。同时，在农村地区实施安
保工程，到2020年乡以上的危路要

全面进行改造，确保群众的安全。
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进一步加强
与产业部门、旅游部门的合作，发展
产业路、旅游路，让这些农村路能够
真正为农民致富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服务。

据介绍，五年来，中央共安排用
于农村公路建设资金近4000亿元，
带动全社会投资1.6万亿元，建设了
127万多公里的农村公路。目前，
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达400万公
里，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
支撑作用不断彰显。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

打通农民出行“最后一公里”

彰显新时代开放气质
——“代表通道”开启实现全国两会“通道全覆盖”

3月 5日上午，8点刚过，人

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当10位全

国人大代表在工作人员引领下

走到麦克风前，现场闪光灯亮成

一片。这是两会“代表通道”的

首次开启，来自不同地域、不同

行业的全国人大代表将在这里

谈民生、传民意，这也是继设立

两会“部长通道”“委员通道”之

后，全国两会的又一次创新开放

之举，向全世界传递出更加生

动、立体、自信的中国声音。

从大寨“铁姑娘队”队长到村党总支
书记，郭凤莲代表从事农村工作已长达
50多年。“农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还有很大短板。怎么样补齐短板，代
表有很大的责任。”她说，自己5年来围
绕“三农”问题提出了20多条建议，未来
5年要继续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同样来自乡村的巩保雄代表向记者
们介绍了革命老区延安梁家河的巨大变
化。“我们村通上了自来水、用上了天然
气、家家户户住上了楼房，村上办起了养
殖场、办起了醋厂、成立了乡村旅游文化
公司。”巩保雄说。

来自贵州赤水的“90后”代表杨昌
芹特意带了一只竹编水杯与中外记者见
面。杨昌芹说，赤水是全国十大竹乡之
一，依靠当地资源，传承竹编工艺，自己
和乡亲们实现了脱贫致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脱贫攻坚取
得决定性进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
减少6853万人，消除绝对贫困人口三分
之二以上。

“我们现在的生活越过越甜。”来自江
西井冈山神山村的左香云代表笑容灿烂。

述说脱贫故事

人大代表陈虹、王建清、郭锐（从右至左）在“代表通道”接受采访。新华社发

见证改革巨变

畅谈“工匠精神”

□本报记者 方舟 尚杰 孙欣

进入2018“全国两会时间”以来，
不少参会的驻豫全国人大代表、住豫
全国政协委员发现，关于会议的消息
尤其是代表、委员的观点、声音，很多
都是第一时间从河南日报客户端、河
南日报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党报新媒
体上发出的，很多选题策划都让他们
眼前一亮。

“坐上高铁还没出河南，就看到

河南日报客户端上关于我们赴京参
会的报道，你们的速度真快，为你们
点赞。”全国政协委员、洛阳师范学院
院长梁留科告诉记者。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校长高新才在手机上观看了河南
日报客户端推出的微纪录片《进·
城》，“选题很准，抓住了时代的主题、
河南的主题，用以小见大的形式，生
动体现了河南城镇化的进程，这是一
种创新，希望党报能推出更多类似的

优秀作品。”
“河南日报客户端创意多、形式

活，对重大事件的解读很到位。”全国
政协委员、河南绿色中原农业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宋丰强说。

全国人大代表、辉县市张村乡裴
寨村党支部书记裴春亮对河南日报
新媒体推出的“小薇”系列融媒体产
品印象深刻，“小薇现在可有名了，欢
迎小薇去我们裴寨村和宝泉景区做
客。”对于此次全国两会期间推出的

“小薇跑两会·寻找新时代河南新名
片”活动，裴春亮更是连连点赞，“新时
代咱河南就是要有自己的新名片，这
个活动策划得太好了！”他说自己转发
了这个活动的报道后，他的很多朋友
和所在企业的员工、客户都在转发。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豫剧院院长
李树建是河南日报客户端的推广大
使，他对党报新媒体的发展尤其关
注，“很多传统行业都在搞‘互联
网+’，咱们河南日报走在了前边。”对
于此次全国两会河南日报客户端推
出的微纪录片《进·城》等一批重点策
划，李树建表示戏曲也应学习这种创
新精神。当听说河南日报客户端累
计下载量已经突破了 1300万，李树
建高兴地说：“我也为你们骄傲，希望
党报新媒体影响力越来越大。”③5

代表、委员点赞党报新媒体

反应快 选题准 创意多 形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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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
的巨轮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乘风破浪开启现代化新
征程。

“汽车工业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
合，将是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全国人大
代表、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说，未来将探
索实践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汽车
产业更广泛、更深入地结合，以加快推动
汽车工业的转型升级。

当得知自己要走上“代表通道”，来
自湖北的王建清代表既激动又忐忑，因
为这条通道让他有机会向全世界展现中
国一线产业工人代表的风采，畅谈新时
代的“工匠精神”。站在麦克风前，他郑
重承诺，要通过自己的履职，推动提升一
线工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让更多的人
愿意当“蓝领”，立志做工匠。

奔驰在祖国广袤大地上的“复兴
号”，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快速发
展的生动例证。

主要从事“和谐号”“复兴号”等高速
动车组生产制造工作的高铁工人郭锐代
表说，今后将加倍努力，为“复兴号”风行
世界、为建设交通强国、制造强国而贡献
自己的力量，更要提高履职能力，努力成
为一名称职的、人民满意的代表。

短短通道，承载的是万众期待，折射
的是开放品格。

从两会“部长通道”、党代会“党代表
通道”，到两会“委员通道”“代表通道”，
奏出的是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交响。

代表通道的红毯一路延伸到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会会场。步伐坚
定、笑容自信……通道采访结束，代表们
陆续步入会场。在那里，近3000名新一
届全国人大代表将凝聚发展共识、汇聚
奋斗合力，交出一份无愧于人民和时代
的履职答卷。

（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说：“提到改
革开放，不得不提改革开放的窗口深
圳。”他告诉记者，在深圳学习生活30
多年的自己和从5人发展到4万多人的
腾讯公司，都是特区发展的见证者、亲
历者和受益者。“未来，我希望用科技创
新推动改革发展，希望我所处的粤港澳
大湾区在‘一带一路’中扮演更重要角
色。”马化腾说。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市长徐立毅
说，杭州按照“一件事只进一扇门、最多
跑一次”要求，对群众办事涉及的流程
等进行梳理整合，方便了人民群众，激
发了市场活力，也促进了政府自身作风
转变。新的一年，杭州将致力打造“移
动办事之城”，并以“最多跑一次”撬动
各领域、各方面改革。

改革，不仅为企业“松绑”、为群众
“解绊”，还让科技创新“上天入地”、让
农村发展“翻天覆地”。

2013年曾在太空为地面6000多
万名孩子授课的王亚平代表说：“庆幸
自己身处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孩子
们能够赶上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3月 5日，11时 50分许，人民
大会堂北大厅。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开幕会刚一结束，今年全
国人代会的首场“部长通道”随之
开启。

“监察委和纪委合署办公以
后，会不会成为一个超级大的‘超
级机构’？”针对记者的提问，监察

部部长杨晓渡表示，监察委员会不
是一个超级的权力机构，做的大量
工作是日常“拉拉袖子，提个醒”的
工作，是监督的工作。

杨晓渡说，要取得反腐败的彻
底胜利，也就是把今天形成的压倒
性态势变成压倒性胜利，需要继续
加强党的领导。

监察部部长杨晓渡

监察委不是“超级权力机构”

两会部长通道部长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