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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在京开幕

内蒙古稳定市场环境
守住四条安全底线

特稿
EGAO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到会祝贺
汪洋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张庆黎主持 苏辉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本报讯 （记者 张鑫）近日，记者从全区市场监管工
作会议上了解到，2019 年，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要守
住安全底线，维护和谐稳定的市场环境，重点要坚守好
食品安全底线、药品安全底线、特种设备安全底线、重要
工业产品质量安全底线，真正让百姓吃得放心、穿得称
心、住得舒心、行得安心。
据介绍，今年我区要重点强化对婴幼儿配方乳粉、
保健食品的监管，试点开展乳制品、植物油、肉制品、酒
类等重点食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加大对“黑作坊”的打
击力度，开展学校幼儿园食堂、建筑工地食堂、城乡集体
聚餐、
旅游景区餐饮等重点业态的隐患排查。推进“明厨
亮灶”工程，实施 4 批次 / 千人的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在
药品生产领域，要严格监督原料把关、生产工艺、操作流
程及数据完整性等关键环节。在经营使用领域，严格购
销渠道、产品资质、储存管理。
严格落实疫苗管理相关制度，加强药品、医疗器械、
化妆品抽检；围绕学校、幼儿园、医院、车站、商场等公众
聚集场所，重点对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压
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
设施和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设备，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和治理等；强化对生产危险化学品及包装物、电线电
缆等获证企业检查，全力防控质量安全事故发生。
与此同时，还将集中整治群众在“衣、食、住、行”领
域的痛点、堵点问题，
深化保健市场专项整治，规范网络
订餐活动，落实网络购物监管制度，打击假冒伪劣农资
等违法行为，加强农村牧区和城乡接合部日常消费品监
管，查处虚假违法广告，加强价格监督检查，打击传销规
范直销。

我区要实现 14 万以上人口脱贫
20 个贫困旗县全部摘帽

3 月 3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北京 3 月 3 日电 凝聚
共识谱写时代华章，共商国是同绘复
兴宏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3 日下
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今后 10 天
里，
2000 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将认真
履行职责，广泛凝心聚力，强化使命
担当，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月的北京，春和景明。人民大
会堂大礼堂内穹顶群灯璀璨，会场气
氛庄重热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会徽悬挂在主席台正中，十面鲜艳的
红旗分列两侧。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全国政协副
主席张庆黎、刘奇葆、
帕巴拉·格列朗
杰、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工、王
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
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
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
维、邵鸿、高云龙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
山等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应出
席委员 2157 人，实到 2133 人，符合
规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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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3 时，张庆黎宣布大会开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十
幕，全体起立，唱国歌。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程。
做到“两个维护”，锚定使命任务，坚
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
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统筹推
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汪洋从三项重点工作和七个方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聚焦决胜全面
面总结了过去一年人民政协的工作。 建成小康社会、打好三大攻坚战等重
他说，2018 年是全面贯彻中共十九
点任务，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
大精神开局之年，也是十三届全国政
督、参政议政职能，提高建言资政和
协工作起步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的质量，以优
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政协全
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深入学习
汪洋强调，
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
义思想，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工作的总纲，崇尚学习、加强学习，以
坚持继承和创新有机结合，发挥专门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
协商机构作用，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
轴不断打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把
识上双向发力，切实担负起把中共中
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
央的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的
型、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作
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实
为新时代的新方位新使命，崇尚创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智慧
新、勇于创新，加强理论研究，
完善制
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推动各
度机制，
推动实践发展。要把加强思
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展现了新时代人
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人民
民政协的新面貌新气象。
政协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崇尚团
汪洋指出，2019 年是中华人民
结、增进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人民政协也将
心同德、
共创复兴大业。
迎来 70 华诞。人民政协工作的总体
受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
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务委员会委托，苏辉向大会报告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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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内蒙古代表团召开全团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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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一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作情
况。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以来，广大
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
委员会，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人
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民生问题，特别是
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打好三大
攻坚战，提交大会提案 5360 件，平
时提案 211 件。按照提高提案质量
和提高提案办理质量要求，共立案
交 165 家承办单位办理；截
4567 件，
至 2019 年 2 月 20 日，99.2%已经办
复。经各方面努力，提案成果得到有
效运用，为服务决策、推动工作发挥
了重要作用。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
王晨、刘鹤、许其亮、
孙春兰、
丁薛祥、
杨晓渡、
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篪、
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
华、
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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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
志、
周强、
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
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列席开
幕会。各国驻华使节、新闻官和海外
侨胞等应邀参加开幕会。

商海经

按下“快进键”打出“精准牌”

本报讯 （记者 迪威娜）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扎实推
进脱贫攻坚新闻发布会在呼和浩特召开，内蒙古自治区
扶贫办副主任曹思阳介绍自治区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取
得的成就及 2019 年的工作任务。内蒙古农牧厅副厅长
刘永志、内蒙古医疗保障局局长金满义、内蒙古就业服
务局局长王林、内蒙古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建设处处
长杨宝峰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曹思阳向媒体表示：2019 年，内蒙古将继续深入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
坚持现行目标标准，将“精准、可持续、激发群众内生动
力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三个关键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
过程，聚焦解决影响“两不愁三保障”的重点问题，实施
脱贫攻坚“清零达标”专项行动，夯实工作基础，巩固减
贫成效，并把防止返贫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抓好反馈
问题整改，确保实现 14 万以上贫困人口脱贫，20 个贫
困旗县全部摘帽，贫困嘎查村全部出列，基本完成打赢
脱贫攻坚战任务，为 2020 年巩固提高奠定坚实基础。
曹思阳介绍，2019 年内蒙古扶贫领域的重点举措
有:全面压实攻坚责任；抓好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加大深
度贫困地区攻坚力度；实施脱贫攻坚“清零达标”专项行
动；巩固脱贫防止返贫；做好产业扶贫大文章，推广自建
直补、
先建后补、以奖代补、以工代赈、龙头带动等模式，
探索让更多贫困人口受益的现代农牧业、劳动密集型加
工业、乡村文化旅游业和电商服务业等带动脱贫模式；
加强管理夯实基础；
广泛动员合力攻坚。
与此同时，激发内生动力营造良好氛围。加强思想
教育引导，深入开展“六进村”活动，充分发挥“草原轻骑
兵”作用，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能力和信心。加强
政策引导，动员贫困群众参与项目实施，避免简单发钱
发物送钱送物。发挥村规民约作用，约束高额彩礼、薄养
厚葬、不赡养老人等不良行为。积极选树脱贫攻坚中涌
现出的先进典型，对脱贫攻坚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大力宣传脱贫攻坚模范典型先进
事迹。关心爱护基层干部，完善激励政策，让敢作为、有
担当的干部有干劲、
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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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
迈出坚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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