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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县建成的数

字化种苗微繁克隆示

范基地，拥有3800平方
米的智能化育苗温室，

年培育经济植物种苗

上亿株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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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履职尽责勇担当。

当前，南阳正处于决胜全面小康、加快转型

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完成这一使命，广大党员

干部必须履职尽责勇担当。面对大是大非敢于

发声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

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

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奋力打造政治生态的绿水

青山。

坚持问题导向，敢于担当尽责。发展总会

有挑战，补齐发展短板，首先要求我们坚持问题

导向，不为“亮点”遮望眼，盯住“痛点”下苦功。

要围绕农业、工业、服务业、城市建设、民生和社

会事业、党的建设“六个板块”，分领域深度研

究，搞清楚哪些工作在全省领跑，有特色、有经

验，是长项；哪些工作是“短板”，弱在哪。要紧

盯这些短板，客观理性分析，找准对策措施，敢

于向“硬骨头”问题开刀，从百姓最期盼处做起，

这样才会有实效、得人心，才能跨过沟坎，闯出

一片新天地。

聚焦关键环节，善于担当尽责。抓落实、促

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善抓”的智慧、“能抓”

的艺术和“会抓”的本领。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

任务，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找准突破

口、选准着力点，聚焦关键、提纲挈领，带动全局

工作乘势而上、实现突破。当前，在“转”与“赶”

的双重任务面前，全市上下要突出项目建设“主

抓手”和科技创新“突破口”，牢牢扭住“牛鼻

子”，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努力为全国、全

省发展大局作出应有的贡献。

强化作风建设，勇于担当尽责。作风决定

成败，必须狠抓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才能为决胜

全面小康、加快转型跨越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当前，我市干部队伍作风和能力与新常态还有

不相适应的问题，一些干部不善为、不敢为、不

愿为，担当精神不足。要实现转型跨越发展，就

要以拉满弓、使满劲的精神状态，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务实作风，以“二线变一线、一线到

火线、不分一二线、都在最前线”的工作理念，把

全市上下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干字当头、雷厉

风行，不等不拖、落实见效。

无限风光在险峰。只要我们有击鼓奋进的士气、

跳起摸高的勇

气、顺势而为

的锐气，就一

定能够爬坡上

台阶、蓄劲求

突破、开创新

局面！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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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13日电 汇聚磅礴力

量，共襄复兴伟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圆满完成

各项议程，1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
议号召，人民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

政协委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

进，开拓创新、奋发有为，以优异成绩迎接中

共十九大胜利召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

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闭幕会。全

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韩启德、帕巴拉·格列

朗杰、董建华、万钢、林文漪、罗富和、何厚

铧、张庆黎、李海峰、陈元、卢展工、周小川、

王家瑞、王正伟、马飚、齐续春、陈晓光、马培

华、刘晓峰、王钦敏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

山、张高丽等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9时30分，闭幕会开始。俞正声宣
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应出席委员2203人，今天实
到2101人，符合规定人数。

会上，委员们用表决器进行表决的方

式，增选梁振英为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

副主席。随后，俞正声请梁振英到主席台就

座。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

议、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

于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

告、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政

治决议。

俞正声在讲话中说，会议期间，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开幕会和闭

幕会，深入界别小组听取意见，与委员们互

动交流，共同谋划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

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措施，充分展示了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的生机活力。广大政协委员

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衷心拥

护支持，对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卓著成就倍感振奋鼓舞，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光明前景充满必胜信心。委

员们围绕今年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

员联组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入讨论政府工作

报告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等重要文

件，扎实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提出重要

意见和建议。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是一次发

扬民主、共商国是的大会，是一次凝聚共识、

增进团结的大会，是一次意气风发、奋发有

为的大会。

俞正声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推进伟大

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斗争，朝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今年，中国共

产党将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党

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置身伟大

时代，投身伟大事业，人民政协各级组织和

广大政协委员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提高

政治站位，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

心意识、看齐意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更加自觉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

央周围，更加坚定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各

项决策部署。要有效凝心聚力，切实把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

想政治基础的主轴，努力画大同心圆，凝聚

强大向心力，汇集更多同行者，形成广泛正

能量。要勤勉履职尽责，紧扣经济社会发展

献计出力，真诚协商、务实监督、深入议政，

多建诤言，共谋良策，推动中共中央大政方

针落地见效，促进人民福祉不断改善。要严

格修身律己，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守法遵章，拒奢尚俭，模范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心系国事、情牵民

生、德润人心，做一个有定力、有情怀、有担

当、有作为的政协委员。

俞正声指出，今年是十二届全国政协工

作的最后一年。一届政协委员，一生政协情

缘。我们要倍加珍惜宝贵时间，倍加珍惜委

员荣誉，锲而不舍，奋发向上，不忘初心，敬

终如始，恪尽职守，不懈怠、不松劲、不停步，

在时代发展大潮中和人民政协舞台上，定格

人生奋斗坐标，留下生动政协故事，以新的

业绩为人民政协事业增光添彩。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有：马凯、王

沪宁、刘延东、刘奇葆、许其亮、孙春兰、孙政

才、李建国、李源潮、汪洋、张春贤、范长龙、

孟建柱、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郭金龙、韩

正、赵洪祝、杨晶、王胜俊、陈昌智、严隽琪、

王晨、沈跃跃、吉炳轩、张平、向巴平措、艾力

更·依明巴海、万鄂湘、张宝文、陈竺、常万

全、杨洁篪、郭声琨、王勇、周强、曹建明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部门

负责人列席闭幕会。各国驻华使节应邀旁

听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③6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俞正声主持并讲话

3月1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这是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
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 发

本报记者 陈琰炜

人勤春来早。当前，我市脱贫

攻坚进入关键时期。南召县脱贫

攻坚整体推进如何，贫困群众生产

生活还存在哪些困难？市委书记

张文深对此十分关注。3月13日，
张文深深入南召县调研，与基层干

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共谋脱贫攻

坚良策，加快全面小康建设。

云阳镇玉兰生态观光园与美

丽乡村建设同步打造。走进山村，

步移景异，鸟语花香，独特的生态

环境、特有的田园气息、别具一格

的农家餐饮，火了旅游、富了乡亲，

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张文深走
进农家宾馆，与农户亲切攀谈，了

解经营情况。他指出，脱贫攻坚要

坚持两手抓，一手抓产业扶贫，让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通过劳动

尽快脱贫致富；一手抓政府兜底，

织密社会保障网，破解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难题。

华扬龙生科技产业园利用果

蔬、菌菇等天然原材料，年生产植

物酵素和益生菌产品5万吨，产值
2.5亿元，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增收
致富。张文深对该企业开发植物

健康饮品，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做

法给予肯定。他指出，要立足自身

优势，拉长产业链条，努力做大做

强，早日成功上市。企业要在加快

发展、为地方经济作贡献的同时，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带领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奔小康。张文深还到留

山镇岭南艾叶制品公司以及位于

县产业集聚区的三棵树涂料公司、

中云创光电科技公司等处调研。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张文

深听取了南召县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汇报。针对南召县脱贫攻坚工

作存在的短板，张文深提出了明

确要求。他强调，脱贫攻坚是政

治责任，任务重，县委、县政府必

须高度重视，切实担负起责任，把

脱贫攻坚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

上、摆在重要位置，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要用心工作，认真研究，

抓住机遇，让贫困群众充分享受

到国家的政策红利。要正视差

距，变压力为动力，努力补齐短

板，扭转被动局面，确保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市委常委、秘书长景劲松，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

谢先锋参加调研。③4

扛起脱贫攻坚政治责任
——张文深赴南召调研侧记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受中

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2月22日主持
召开民主协商会，就增选全国政协

领导成员的人选，向各民主党派中

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

士通报情况，听取意见，进行协商。

俞正声说，在决定推荐全国政

协领导成员人选之前，先与各民主

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进行民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的

一个好传统，也是坚持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

重要体现。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充

分发表意见和建议。

在民主和谐的气氛中，民革中

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央主席张宝

文，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民进中央

主席严隽琪，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

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中

央主席韩启德，台盟中央主席林文

漪，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和无党

派人士代表林毅夫等先后发言。他

们一致认为，增选全国政协领导成

员的人选，考虑周全，适应新形势新

任务的要求，表示拥护和赞成。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

战部部长孙春兰，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

部长赵乐际出席了会议。③6

中共中央举行民主协商会
俞正声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