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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隆重开幕
备受瞩目的省十三届人大三
次会议昨（9）日在成都隆重开幕。
这是我省在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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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攻坚的关键时期，
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
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是全省人民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我们对大
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2019 年 是 决 胜 全 面 建 成 小

康社会的冲刺之年，也是推动治
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奋进之年。
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
部群众，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真抓实干，
（紧转第四版）

※2020 年 5 月 10 日 星期日 农历庚子年四月十八 ※国内统一刊号 CN51-0018 邮发代号 61-66 ※第 12800 期 今日 8 版 ※社长 洼西彭错 值班副总编辑 田杰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在成都开幕

彭清华主持开幕会并宣布开幕 尹力作政府工作报告 柯尊平邓小刚王强出席
王树江冯键分别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开幕会执行主席彭清华主持开幕会。
四川日报讯 昨（9）日上午，四川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
成都开幕。肩负 9100 多万四川人民的
重托，来自全省各地、各条战线的省人
大代表齐聚一堂，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履职尽责。
大 会 应 到 代 表 876 人 ，实 到 841
人，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开幕会执行
主席彭清华主持开幕会。大会主席团常

务主席、开幕会执行主席黄新初、陈文
华、刘捷、叶壮、刘作明、包惠、焦伟侠在
主席台前排就座。
会议听取了省长尹力代表省人民
政府作的工作报告，书面审查了省人民
政府关于四川省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2020 年计划草
案 的 报 告 、省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四 川 省
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 年预算
草案的报告，听取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和

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柯尊平出席 10 名委员作大会发言

5 月 9 日，
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成都开幕。四川日报记者 欧阳杰 田为 摄

尹力代表省人民政府作工作报告。
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省政协主席柯尊平、省委副书记邓
小刚、西部战区副司令员兼战区空军司
令员王强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 9 时，彭清华宣布：四川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
全体起立，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尹力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共
分五个部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2019
年 工 作 ；2020 年 目 标 任 务 及 考 虑 ；

2020 年重点工作安排建议；加强政府
自身建设。
尹力在报告中说，今年伊始，一场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对经济
社会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全省各族人
民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
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打响了一场

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回顾近 4 个月的疫情防控
工作，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和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是打赢疫情防控战的根本保
证。省委直接领导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是打赢疫情防控战的有力保
障。人民群众的支持、社会各界的参与
和广大医务人员的奉献，是打赢疫情防
控战的强大力量。

甘孜州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
集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邓小刚参加审议并发言 刘成鸣肖友才李康等参加审议

四川日报讯 昨（9）日，省政协十
员代表科协界别，分别以“做强做大
二届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我省生猪产业”
“ 构建‘四位一体’乡
10 名委员作大会发言。省政协主席柯
村治理体系，提高我省乡村治理水
尊平出席会议。
平”
“ 打造双城经济圈国际化营商环
本次大会的执行主席是柯尊平、 境极核城市，引领成渝地区加快建设
崔保华、钟勉、张雨东、李昌平、王正
改革开放新高地”
“ 加快四川数字经
荣、赵振铣、陈放、林书成、欧阳泽华、 济发展”为题发言。
祝春秀、王建军。会议由钟勉主持。
杨秀彬委员、何苹委员、何亚杰
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委员、吕晓莉委员、沈其霖委员、李涵
田向利，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凤朝应
委员分别围绕加快构建现代农业
邀参加大会。
“10+3”产业体系、提升我省重大疫情
委员们的发言牢牢把握“双重任
防控能力、贫困村贫困户脱贫后可持
务”，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续发展、深度融入国家对外开放战略
战略谋划，聚焦疫情防控和全面建成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加强中药质量监
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围绕打好三大攻
管擦亮川药金字招牌、推动高铁经济
坚战、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培育“5+1” 带建设促进我省区域协调发展等主
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
题发言。
度创新和能力建设、深化开放发展等
本 次 会 议 共 收 到 发 言 稿 件 85
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
篇，遴选 10 篇稿件作为大会发言，另
热点难点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有 56 篇发言一并以书面形式印发，
李诚委员代表民革四川省委、勾
其他 19 篇转化为提案和社情民意信
永阶委员代表民盟四川省委、杨志萍
息等。
委员代表致公党四川省委、王厚军委
陈婷

坚决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全州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
工作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甘孜日报讯 5 月 8 日下午，受州
委、
州政府主要领导委托，
州委常委、
州
政府常务副州长刘吉祥召开全州森林
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工作动员电视电
话会议并讲话。
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国务
院督导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
治工作动员会议精神，
安排部署全州森
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和防汛减灾、
地
灾防治、
安全生产等工作。
州政府副州
长何康林主持会议，
州政府副州长郑天

康定地区天气预报

强传达国务院督导四川省森林草原防
灭火专项整治工作动员会精神。
会议指出，国务院派出由应急管
理部党委书记黄明同志带队的工作组
对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进行专
项整治督导，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
务院对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
高度重视。州委书记刘成鸣和州委副
书记、州长肖友才第一时间对专项整
治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紧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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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力说，去年，我们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
示精神，圆满完成了省十三届人大二次
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全省地区生产总
值达 46616 亿元、增长 7.5%，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 10.2%，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 10.4%，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增长 8.8%和 10%，居民消
费价格上涨 3.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同口径增长 7.7%。
（紧转第四版）

图为甘孜州代表团审议现场。
甘孜日报讯 昨（9）日下午，省十三
届人大三次会议甘孜州代表团在驻地
举行全体会议，集中审议省长尹力所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等。作为甘孜州选出的
省人大代表，省委副书记邓小刚与甘孜
州代表团全体代表一同审议政府工作
报告并发言。州委书记、代表团团长刘
成鸣，州委副书记、州长、代表团副团长
肖友才，州人大常委会主任、代表团副
团长李康参加审议。
在听取代表发言后，邓小刚说，完
全赞同政府工作报告。过去一年治蜀兴
川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省上

下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这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的结果，是全省上下攻坚克难、拼
搏奉献的结果。
邓小刚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
挑战，我们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
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
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确保四川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甘孜州要认真落实中央治藏
方略，深入谋划思考“防控疫情、化危为
机”怎么干、
“实现全面小康后”怎么办，
创造性统筹抓好疫情防控、藏区稳定、
经济发展、脱贫攻坚、改革开放、生态文
明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更好促
进藏区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
刘成鸣在发言时说，完全赞成政府
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
时局把握准、分析问题透、目标任务清、
对策举措实，充分体现省政府坚定发展
信心、沉着应对各种困难挑战的担当精
神。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
下，甘孜藏区狠抓发展民生稳定等各项
工作，全州呈现出经济健康发展、民生

康巴传媒网：http://www.kbcmvv.com 投稿邮箱：gzrb@gzznews.com 新闻监督和读者评报热线 0836-2835060

持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干部群
众奋发有为的良好局面，全州 18 个县
（市）如期摘帽，实现高海拔地区疫情防
控“医护人员零感染、疫情管控零扩散、
社会稳定零事故、确诊患者零死亡”。今
年是甘孜州建州 70 周年，全州要按照
“农业作贡献、工业挑大梁、投资唱主
角、消费促升级”工作思路，充分发挥生
态和资源优势，加快构建绿色优势产
业，坚决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着力构建
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为推动治蜀兴川
再上新台阶贡献甘孜力量。
肖友才在发言时说，尹力省长所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贯穿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体现
了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鲜明主
题，是一个站位高远、求真务实、振奋人
心的好报告。他建议，把甘孜州清洁能
源发展纳入全省清洁能源发展规划，并
争取纳入国家能源战略布局；进一步完
善全省重大自然灾害公共应急体系建
设，
以应对多发、频发的自然灾害。
李康在发言时说，政府工作报告是
一个高举旗帜、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的
好报告。他说，甘孜州正奋力创建川西
北生态示范区，希望进一步完善集体公
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适当提高补偿
标准；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生态护林
（草）员补助资金投入，提高管护成效；
进一步加大对高海拔地区环保基础设
施建设的支持力度；适当延续退耕还林
等涉林生态补偿政策。
审议现场气氛热烈。各位代表一致
表示赞同政府工作报告，并结合实际提
出具体意见建议。谢辉代表围绕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规划建设、泽旺吉美代表
围绕传承和弘扬好藏民族文化、根确单
孜代表围绕坚决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战先后发言。会议还审议了计划
报告、预算报告和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
议选举办法草案。
记者 杨杰 张涛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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