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系人民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5G网络建设领先全国

5G，新一代信息技术先锋，数字
经济的先导，已成为促进产业升级、驱
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19年10月，
5G正式启动商用，如今已悄然走进工
作生活中。

在急诊中心，集巡逻、配药、消毒
等功能于一身的 5G防疫机器人穿梭
忙碌；在地铁、火车站，“5G+热成像”
人体测温设备对来往旅客进行快速体
温筛查；在工厂门口，在 5G健康一码
通上轻刷身份证，就可以瞬间了解员
工健康状况……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中，一系列5G应用大显身手。

河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网络
大省，发展5G产业和创新应用有着巨
大潜力和广阔市场。我省高度重视
5G发展，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多次
专题调研、部署 5G产业发展，在全国

第一个出台了5G产业发展行动方案，
努力建设成为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的
5G产业发展先行区、创新应用示范区
和集聚发展热点地区。

快马加鞭“提速”5G 网络建设。
去年至今，河南已累计建成 5G 基站
1.6 万多个，地铁线、高铁站、旅游景
区、城市主干道相继完成 5G 网络覆
盖。今年春节期间实现各省辖市城
区 5G 网络全覆盖和正式商用，成为
在全国率先实现所有省辖市全面商
用的省份，目前已累计发展 5G 用户
300多万户。

不断“加码”巩固领先地位。提
升网络供给能力，吸引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 5GSA 核心网大区中心部署
郑州，实现对河南、湖南、湖北、内蒙
古、山西等多省区 5G业务承载，持续
巩固了河南在全国 5G网络建设方面
的领先地位。

（下转第九版）

走进郑州地铁4号线隧道，河南

铁塔和华为公司正在铺设5G通信漏

缆，这里将融入一系列新技术、新产

品，成为地铁5G网络建设的标杆。

走进郑州龙子湖智慧岛，宇通

5G智能公交车已安全行驶一年，这

是全球首条基于5G网络在开放道路

运行的无人驾驶公交线路。

走进洛阳龙门石窟景区，游客可

以现场体验360度VR直播，在5G

网络高速率大带宽支撑下，戴上VR

眼镜，卢舍那大佛瞬间“活”了起来。

5G，正在融入中原大地千行百

业，深刻改变经济社会运行。

□本报记者 芦瑞 陈辉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闭幕
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栗战书主持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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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智慧力量
迈上新的征程

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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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28日电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28日下
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大会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全国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45号主席令公布这
部法律。大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的决定。

闭幕会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栗战书
主持。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王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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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武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
岐山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56人，出席 2886人，缺席 70
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下午3时，栗战书宣布会议开始。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关

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会议充分肯定国
务院过去一年多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0年经
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决定
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民法典。民法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
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的决定。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关
于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决定批
准关于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表决通过
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关于 2019 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0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

5月 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栗战书主持闭幕会并发表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议，决定批准关于 2019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
况与 2020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0年中央预算。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关于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会议充
分肯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来常委会的工作，
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工作安
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关
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决定批准这两个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关于
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冯忠华辞去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随后，栗战书发表讲话。他说，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已经圆满完成各项议程，是一
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会议高度评价过去
一年多来党和国家的工作。代表们一致认为，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按照党中央决策部
署，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乘风破浪推进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果。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用1个多月
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2个月左右时间将
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
时间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对我们这样一个
拥有 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样的成效来之不易。
这是中国人民的英雄壮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力量。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总书记同出席2020年全
国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

本报讯（记者 李点）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的驻豫全国人大代表，在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
程后，5月28日晚返回郑州。

大会期间，河南代表团全体代表以高昂的政治
热情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审议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两高”报告、
民法典草案和各项决议、决定。同时，围绕统筹推进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实决战决胜目标
任务，积极建言献策。据统计，代表们共向大会提交
议案42件、建议543件，数量和质量均居各代表团前
列，充分展示了代表们的履职担当和良好风貌。

代表们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召开的这次大会，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
会，是一次提振信心、鼓舞士气的大会。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全国两会有关团组审议讨论时发表的重要讲
话，为大家准确把握当前形势，更好地做好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作为
人大代表，要时刻把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放在心上，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依法
履职尽责，积极发挥作用，不断提高能力水平，努力
为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建睿言、谋实策、聚合力。③4

驻豫全国人大
代表返郑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8 日电
“通过！”2020年 5月 28日 15时 08
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宣告中国“民法典时代”正式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 7
编、1260 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
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
侵权责任，以及附则。

编纂民法典，是对我国现行的、
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法通则、物权
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
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人格权方
面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
编订纂修，形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
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
法典。

2015年 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 制 工 作 委 员 会 启 动 民 法 典 编
纂工作。2017年 3月，十二届全国
人 大 五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民 法 总
则。2019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了由民法总则与经过常委
会审议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
编草案合并形成的民法典草案，并
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十三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对民
法典草案展开认真审议和热烈讨
论。根据各方面意见，又作了100余
处修改，其中实质性修改40余处。

民法典将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现行婚姻法、继承法、民法
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
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同时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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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云播报”
两地一“线”牵

从人民中汲取磅礴力量

发力5G 赋能中原

河南5G发展加速“跑起来”

造福人民 “共同富裕、全面小康，大家一起走这条路”

依靠人民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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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住现有就业岗位，政策能用尽用，投入的钱也最多

●打破不合理的条条框框，让更多新就业岗位成长起来

●对重点人群就业，有重点扶持政策

稳住岗位 创造岗位

行
致远稳针对热点问题，李克强答中外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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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金白银要确保落到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身上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今年要努力做到平均每日新注册企业2万户左右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纾困和激活市场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