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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2018年 3月 3日袁美国马萨诸
塞州温斯洛普海岸巨浪滔天遥据报道袁一场强
烈的野东北风暴冶2日侵袭美国东海岸遥 从南
方佐治亚州至最北部缅因州袁多地遭受狂风尧
骤雨尧降雪尧洪水等灾害遥当地媒体报道说袁恶
劣天气已在受灾地区造成至少 缘人死亡遥

伊拉克政府下令没收
萨达姆财产

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发布消息表示袁
伊拉克政府责令没收该国前领导人萨达姆窑
侯赛因及其 4200名战友和亲戚的财产遥

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表示院野名单中共
有 4257人遥委员会将把该名单转交给相关机
构遥 冶俄罗斯卫星新闻社报道袁伊拉克政府指
出袁 新名单中还包括萨达姆本人以及他的孩
子尧孙子尧亲戚尧高官以及安全部门的军官遥财
政部应对所有没收的财产进行追踪遥 伊拉克
问责和司法委员会在一封信中罗列了一份萨
达姆时代的政府部长和官员的名单袁 其中一
些人早已被监禁袁有的已经被处死或者死亡遥
名单也包括这些人的妻子尧 儿孙以及其他亲
属遥这封信被递交给了伊拉克总理办公室袁以
及财政部尧司法部以及农业部遥 张玉

俄罗斯前间谍接触不
明物质后病危

曾替英国军情六处工作的俄罗斯前情报
官尧 陆军上校斯塞格耶窑斯克里帕尔渊Sergei
Skripal冤4日接触不明物质后倒下袁 同行的一
名女子也被送往医院救治遥

英国警方于 4日下午 4时 15分左右接
到报警袁66岁的俄罗斯前情报人员斯克里帕
尔与一名 30多岁的女子袁在威尔特郡索尔兹
伯里的商场内接触到不明物质后倒下遥 有报
道指袁 在场的应急人员怀疑有关的不明物质
或是比海洛英还要强烈的毒品芬太尼渊Fen鄄
tanyl冤袁但报道未获警方证实遥 晓慧

3月 5日袁 来自贵州赤水的全国人大代表
杨昌芹在野代表通道冶展示带来的竹编水杯遥 赤
水是全国十大竹乡之一袁 近年来依靠当地资
源袁传承竹编工艺脱贫致富遥 金立旺摄

3月 5日袁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
报告渊下称报告冤遥这份报告有哪些亮
点钥国务院新闻办邀请了政府工作报
告起草组负责人尧国务院研究室主任
黄守宏进行解读遥

集众智汇众力
黄守宏介绍说袁中共中央尧国务

院对报告起草工作高度重视遥习近平
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议尧中央政治局会议袁讨论报告
稿袁对进一步修改完善提出了指导意
见遥 李克强总理主持报告起草工作袁
先后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尧国务院全
体会议袁讨论报告稿遥

他认为袁今年的报告体现了 4个
特点院一是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 政治站位
高袁思想性尧指导性很强遥二是充分体
现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
部署遥三是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遥例如报告在保障和改善
民生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举措袁充分体
现了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
和浓郁的民生情怀袁也表明中国发展
有温度尧人民幸福有质感遥 四是充分
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遥

野集众智袁汇众力遥 冶据黄守宏介
绍袁报告起草过程中袁以多种渠道尧多
种方式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遥直接

参与报告讨论修改的有近万人袁包括
此次两会期间的全国人大代表尧全国
政协委员遥截至今年 3月 2日袁野我向
总理说句话冶网民建言征集活动就收
到 31.7万条建言遥

经济成绩拿野高分冶
报告阐述过去 5年工作时袁中国

经济拿了 野高分冶院 国内生产总值从
54万亿元增加到 82.7万亿元袁 年均
增长 7.1%袁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
超过 30%噎噎

黄守宏认为袁过去 5年的中国经
济可以用 4个词评价院野内外兼修冶尧
野厚积薄发冶尧野卓而不群冶尧野独领风
骚冶遥经过艰苦努力袁中国经济已经发
生内在变化袁包括结构升级尧质量和
效益提升尧 发展新动能成长壮大尧创
新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等遥 野这些是管
长期的尧管长远的袁能够推动中国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遥冶黄守宏说袁我们不
单纯追求成为短跑冠军袁而是希望在
马拉松赛中排在前面袁通过改革创新
转变发展方式袁 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袁
最终走出了一条新路遥

报告提出袁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 6.5%左右遥黄守宏表示袁中国经
济发展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袁 保持经济合理增速袁体
现了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袁有利于推
动经济结构加快优化升级尧防范和化
解风险遥 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袁 我们完全有信
心尧有能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袁书写中国经济发展新辉煌遥冶黄守
宏说遥

民生迎野大礼包冶
报告中有关改善和保障民生的

内容非常多遥 黄守宏举例说袁就业方
面袁把实行多年的野登记失业率冶改为
野城镇调查失业率冶和野登记失业率冶
两个指标并行袁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
工纳入其中遥 提高居民收入方面袁增
收和减负两手抓遥例如提高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尧完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工资和津补贴制度尧落实科研人员创
新激励政策尧 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
点尧 增加子女教育和大病医疗等专
项费用扣除尧 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
内至少降低 30%等遥 教育方面袁报告
提出降低农村学生辍学率尧 消除城
镇野大班额冶尧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
担重等遥 住房方面袁今年将启动 3年
棚改攻坚计划遥 到 2020 年袁 改造
1500万套遥 在方便群众办事和生活
便利方面袁报告也提出了新要求遥 比
如群众办事尽可能在网上袁 力争做
到野只进一扇门冶尧野最多跑一次冶曰再
比如袁 没有法律依据的各类证明要
一律取消遥

野老百姓关注的事尧期盼的事基
本上都有回应尧都有措施袁可以说一
个也没少遥 冶黄守宏说遥 彭训文

既是成绩单，也是动员令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袁政府工作报告都是中国与

世界关注的焦点遥 因为政府工作报告既是 野成绩
单冶袁也是野动员令冶遥

野成绩单冶的说法并不难理解遥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袁也给出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遥比如袁过
去 5年袁中国的 GDP年均增长 7.1%袁对世界经济的
增长贡献率超过 30%曰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重大
变革袁经济增长中袁消费贡献率提高到 58.8%袁服务
业占比已超半数曰中国的全社会研发投入规模跃居
世界第二袁市场主体 5年增加 70%曰中国拥有世界
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袁其中社会养老保险覆盖 9亿
多人袁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13.5亿人噎噎

从这些数据可以窥见中国发展到了何种程度遥
尤其是在过去 5年袁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
下袁中国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更显难能可贵遥

中国为什么可以取得这样的成绩钥无论是发达
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袁都想从中一窥堂奥遥 过去 40
年袁在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袁中国坚定地沿着改
革开放的正确发展道路前行袁因时而变袁与时俱进袁
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尧亿万的人民激发出了自己的
创造才能和潜力袁共同让中国这艘巨轮行稳致远遥

政府工作报告还是野动员令冶遥 这也不难理解院
作为中央政府的年度工作计划袁报告对于各级政府
自然都具有野动员冶和野要求冶的作用遥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就充分体现着务实改革的决心院野决不允许
执法者吃拿卡要冶尧野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
消冶尧野要破障碍尧去烦苛尧筑坦途冶尧野有碍于释放创
新活力的繁文缛节袁 要下决心砍掉冶尧野各级政府仍
要坚持过紧日子袁执守简朴尧力戒浮华袁严控一般性
支出冶尧野决不能表态多调门高尧行动少落实差袁决不
允许占着位子不干事冶遥 如李克强今天所言袁野中国
改革发展的一切成就袁都是干出来的冶遥

哈佛大学学者裴宜理曾写道袁野自孟子的时代
开始袁中国人的治国之道就为政府预设了一个更前
摄的地位袁 政府被赋予推动经济福利和安全的期
望遥 冶当前的中国有 13亿多人口袁有 9800万市场主
体袁再小的野小事冶袁在这样的基数下也会变成野大
事冶遥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袁合抱之木生于毫
末袁只有将 4亿多个家庭尧13亿多人民拧成一股绳袁
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遥 公子无忌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解读报告

中国经济“内外兼修”“厚积薄发”

遗失声明
绎瑞金市美瑞欧大酒店遗失增值税

专用发票贰张袁发票代码:3600163130袁发
票号码:05544530尧05544534袁特此声明遥

绎朱学泉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 副 本 遗 失 袁 注 册 号 院
92360781MA36YQPR4F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俊辉车行遗失增值
税 普 通 发 票 壹 张 袁 发 票 代 码 :
36001621201袁发票号码 :,0379777袁特此
声明遥

绎林胜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 证号院
36210219680103171243袁特此声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199712280055号渊谢金池冤身份证
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2102197210033411 号渊黄宗权冤身份
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东方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江西增值税普通发票贰张袁发票代码:
3600171320袁 发 票 号 码 :12369591 -
12369592袁特此声明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