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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 9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
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等出席会议。

会议应出席代表2980人，出席2960人，
缺席2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从9个方面报告
了最高人民法院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一是认
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推进平安中国建
设；二是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加强人权司法保
障；三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保障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四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
司法需求；五是攻坚克难，“基本解决执行难”
取得重大进展；六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
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七是深入推进智
慧法院建设，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
制基本形成；八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
院，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人民法院队伍；九是
自觉接受监督，不断改进人民法院工作。

周强从 7个方面报告了 2018年工作建
议：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二是依法惩治犯罪，全力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三是依法审理经
济领域各类案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
好法治环境；四是坚持司法为民，切实维护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五是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六是
持续深化司法公开，加快建设智慧法院；七
是建设过硬队伍，确保公正廉洁司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从7个方
面回顾了过去五年检察工作：一是推进平安
中国建设，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
业；二是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大局
保障民生；三是坚持有腐必反，坚定不移“打
虎”“拍蝇”“猎狐”；四是全面加强对诉讼活动
的法律监督，切实维护司法公正；五是锲而不
舍抓落实，加速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六是牢记
打铁必须自身硬，坚持从严治检、建设过硬队
伍；七是为人民司法，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关于2018年工作建议，曹建明说，一是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二是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社会
大局稳定；三是努力为新时代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四是大力加强法律监
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五是坚定改
革的政治定力，将改革进行到底；六是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坚持从严治检，建设一支既
政治过硬又本领高强的新时代检察队伍。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张春贤
主持会议。大会执行主席马逢国、巴音朝
鲁、吴英杰、殷一璀、鹿心社、彭清华在主席
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3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议。⑨3 本报记者 董亮 杜小伟 摄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屈芳）3月9
日上午，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春意盎然、
气氛热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
来到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河南代
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
告、宪法修正案（草案），审查计划报告
和预算报告。韩正对河南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希望河南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
中原更加出彩”的殷切期望，努力开创
河南工作新局面。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一同参加审议。
河南代表团团长、省委书记谢伏瞻主
持会议并讲话，河南代表团副团长、省长
陈润儿参加审议并发言。十二届全国政
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谢旭人参加审议。

在听取代表发言后，韩正说，要深
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的历史过程、时代背景、伟大变革和丰
富内涵，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
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韩正对河南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希望河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把握我国发展重要战略
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变化，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殷切期
望，打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
动发展、基础能力建设、新型城镇化

“四张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弘
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愚公移
山精神，努力开创河南工作新局面。

谢伏瞻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落实韩正同志讲话要求，扎实
做好河南工作，决不辜负党中央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要树
牢“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把学
习贯彻两会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结合起来，坚定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党的领袖和核心地位，坚定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两会期间的重要
讲话精神，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落地见效。要推动新的实践，推动高
质量发展、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化改革
开放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各项工
作，奋力谱写建设现代化新河南的新
篇章。

陈润儿说，过去五年取得的辉煌
成就、发生的历史变革、实现的伟大跨
越，雄辩地证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强大无
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
领导力量强大无比，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下感
召和凝聚的人民力量强大无比。河南
将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加快
经济转型发展，精心组织三大攻坚，深
化改革开放创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切实保障改善民生。陈润儿还就建立
完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
机制等提出建议。

王新伟、刘宛康、史秉锐、李涛、王
东伟、宋虎振、裴春亮等代表先后发
言。大家一致赞同政府工作报告、宪
法修正案（草案）、计划报告和预算报
告，并围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产业
转型升级、脱贫攻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乡
村振兴等，积极建言献策。③6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3
月 8日，洛阳市2018年一季度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活动在汝阳县启动。随着
187 个亿元以上重大项目的陆续开
工，洛阳市掀起了项目建设高潮。

据了解，这次开工的重大项目总
投资564亿元，既有科技含量高、市场
前景好的工业项目，也有同群众生活
密切相关的服务业项目，还有能够有
效提升城市品位的基础设施项目等。
其中，鸿路钢构及智能制造等62个工
业项目，总投资185亿元；孟津县会盟
银滩特色水镇等 31个现代服务业项

目，总投资 89亿元；洛吉快速通道一
期提升改造等 51个城建交通与基础
设施项目，总投资208亿元；栾川县扶
贫产业园等 16个民生和社会事业项
目，总投资37亿元；伊洛河治理等27
个生态环保和农林水项目，总投资45
亿元。

一年之计在于春。洛阳市委、市
政府要求，对这次集中开工的重大项
目，相关部门要厘清时间节点和阶段
目标，实行台账管理。要强化服务意
识，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问题，
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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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187个亿元以上项目开工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3月 9日，
记者从省农业厅获悉，随着气温回升
及浇水施肥等田间管理措施的落实，
我省小麦生长发育速度加快，苗情迅
速转化升级，各地返青期苗情均衡向
好转化，较冬前有明显改善。

开春以来，各地迅速行动，组织动
员广大群众积极开展早春麦田管理，全
省已累计中耕1239万亩、追肥2911万
亩、化学除草2891万亩、浇水1420万
亩，有力促进了全省苗情转化升级。

省农业厅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
省小麦一、二、三类苗比例分别为

42.6%、41.5%、15.8%。一、二类苗面
积为6896万亩，占84.1%，较冬前增加
14.3%，接近常年同期较高水平。三类
苗大幅度减少，由冬前的 30%降为
15.8%，面积减少1164万亩。

“再过一周，我省小麦将陆续进入
起身拔节期，这一时期是小麦迅速生
长时期，也是水、肥需求较大时期。”省
农业厅种植业处相关负责人建议，各
地要结合苗情因地因苗施策，加强水
肥管理，重点是三类麦田要进行二次
追肥，施好拔节肥，促分蘖生长，争取
穗数保产量。③5

我省小麦苗情向好转化

本报讯（记者 孙欣）3月 8日下午
至 9日，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
议的住豫全国政协委员，在各小组审
议政协章程修正案草案。

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主席刘伟
说，完全同意政协章程修正案草案。
这次政协章程修改，充分体现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关于政协工作重要思想，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加强党对政协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集中概括政协事
业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
度成果，对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政协工作，
保持政协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

“四个自信”，实现政协工作科学化制
度化规范化和与时俱进，具有重大意
义。新的政协章程审议通过后，要认
真组织学习宣传，准确把握修改原则
和内容。要做好政协各项制度、规程、
文件的修订工作，确保与新章程相协
调、相一致。要严格贯彻执行章程，把

学习贯彻的成效，体现到提高政治站
位、服务改革发展大局上来，落实到加
强委员队伍建设和政协机关自身建
设、提高履职能力上来，使政协工作在
新时代有新作为新贡献。

“修改政协章程很及时、很必要。”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省政协
副主席张亚忠、高体健、张震宇等全国
政协委员一致认为，新时代新形势对
政协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确有必要对政协章程的部分内容进行
适当调整，以指导新时代政协工作的
有序开展。政协章程修改必将更好地
推动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职能。

委员们纷纷表示，修改政协章程
是更好地推动政协工作的现实需要，
有利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广泛凝聚共识、凝聚
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共同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
斗。③4

住豫全国政协委员审议
政协章程修正案草案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
特朗普表示，事实证明，习主席坚持美国应该同朝鲜开展对话

的主张是正确的

韩正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努力开创河南工作新局面

我省13名高校教师入选
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

3月 9日，宜阳县盐镇乡境内，高铁列车驶过绿色生态廊道。郑西高
铁宜阳段通道绿化提升工程即将完工，该工程绿化总长28公里，沿线绿
化宽度50米，植树21.7万株，绿化面积3256.1亩。⑨3 田义伟 摄

全省林业生态建设现场会送出生态大礼包

未来十年“无山不绿”

06│要闻

05│要闻

新华社北京 3月 9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9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
话，着重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和两国关
系深入交换意见。

特朗普表示，围绕朝鲜核问题的接
触最近出现积极进展，朝鲜方面作出了
积极表态，美朝能够举行高层会晤对各
方都是好事，希望朝鲜核问题最终能够
和平解决。事实证明，习主席坚持美国

应该同朝鲜开展对话的主张是正确的。
美方十分感谢并高度重视中方在朝鲜半
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愿继续密切同中
方的沟通协调。

习近平指出，中方坚定致力于实现朝
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当前，朝鲜
半岛局势出现的积极变化，有利于把朝鲜
半岛无核化进程重新纳入对话解决的正

确轨道，也符合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决议确
定的方向。我赞赏总统先生政治解决朝
鲜半岛问题的积极意愿，希望美朝双方尽
快启动接触对话，争取取得积极成果。我
们也希望有关各方能多释放一些善意，
避免做可能影响和干扰朝鲜半岛局势持
续走向缓和的事情，努力把目前出现的积
极势头保持下去。我相信，只要各方坚持
政治外交解决的大方向，（下转第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