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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6 日电 3 月 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

习近平指出，北京2022年冬奥会
已经圆满落幕。中方全面兑现办奥
承诺，为世界奉献了一届简约、安全、
精彩的奥运盛会，得到国际社会高度
评价。

习近平强调，这是中国人民的成

功。中国人民是我们筹办北京冬奥
会的力量源泉。通过北京冬奥会，中
国3亿多人参与冰雪运动，为建设健
康中国、促进人民福祉注入新动力，
也为全球冰雪运动发展开辟了更为
广阔的前景。

习近平强调，这是世界人民的成
功。世界各地奥运健儿齐聚五环旗
下，相互尊重、彼此激励、突破极限、

超越自我，完美演绎了“更快、更高、
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新格
言，为世界人民带来了温暖和希望，
为世界播撒了和平与友谊的种子，激
发了人类增进团结、共克时艰、一起
向未来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感谢巴赫主席和国际奥委
会长期以来对北京冬奥会的坚定支
持， ▶下转3版

习近平复信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巩固
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推进科技创新，促
进产业优化升级，突破供给约束堵点，

依靠创新提高发展质量。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

新优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首要任务。《纲要》
提出，要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着力培育

‘专精特新’企业，在资金、人才、孵化平
台搭建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让我非常
振奋，备受鼓舞。”住疆全国人大代表张
新说。

“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离不开
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
减少无效供给”离不开创新。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是大型高新

技术企业集团，科技创新是企业生存发
展的法宝。今年全国两会，身为特变电
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的张
新，提交的建议中有5条涉及科技创新。

“对于企业来说，科技创新瞄准的
是市场的‘明天’，在企业创新发展过程
中，比之于艰辛的研发，应用推广之路
更为艰难。企业的科技创新需要长期
培育，需要政府部门的长期政策托举，
进一步提升整体创新能力。”张新说，

“我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培育‘专
精特新’企业的政策将得到进一步细化
和落实，促进形成龙头企业顶天立地、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大好
局面，释放创新活力，推动我国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下转2版

住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爬坡过坎 行稳致远
●兵团日报全媒体记者 沈元赓 姜小薇

本报乌鲁木齐讯（全媒体记者
赵珺 实习生 谷月）记者从兵团文
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获悉，日前出台
的《兵团“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到2025年，
兵团将建成以红色旅游为主的军垦
文化旅游目的地，持续推动兵团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

《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兵
团要以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
手，深入实施旅游兴疆战略，深化兵
地融合发展，优化旅游产业布局，扩
大军垦文化影响力，以兵团文旅集
团为龙头，培育旅游新业态，着力推
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着力完善
现代旅游业体系，把旅游业打造成
展现兵团形象的重要名片、壮大兵
团综合实力的强力引擎、富民兴疆
的重要产业，为更好履行兵团职责
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建设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规划》提出，要按照“核心驱动、
带圈聚合、师市引领、团镇支撑”的原

则，形成“一心、一圈、两带、多点”的
兵团“十四五”旅游业空间布局。全
面优化旅游产品结构，推动军垦旅
游、生态旅游、边境旅游、乡村旅游等
提档升级，建设一批军垦文化特色鲜
明的高等级旅游景区、高品质旅游度
假区、特色旅游城市与街区，高质量
发展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大力培
育旅游新业态，着力提高优质旅游产
品的供给能力和水平。

根据《规划》，兵团将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旅游科技
创新能力，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力度，丰富旅游公共服务内容，着力
构建体系完备、优质高效、主客共享
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为游客提供
全面、便捷、人性化的旅游服务，提
升游客满意度。推进旅游业与其他
领域融合互促，从供需两端协同发
力，补短板、挖潜力、促融合、增活
力，不断丰富旅游消费产品，优化旅
游消费环境，持续提升传统消费，大
力培育新型消费，进一步延长兵团
旅游业消费链条。

《兵团“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出台

打造军垦文化旅游目的地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3月6日下午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
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
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
见和建议。他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必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
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要在
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
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
活安康托底。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到
来之际，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参加
全国两会的女代表、女委员、女工作人
员，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向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

女同胞、海外女侨胞，致以节日的祝贺
和美好的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
席汪洋参加看望和讨论。

联组会上，羊风极、王静、唐俊杰、
莫荣、益西达瓦、万建民、王海京等7位
委员，围绕大力发展乡村产业、筑牢农
产品质量安全基石、促进种业自主创
新、补齐社保体系短板、推动社会福利

事业可持续发展、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动员社会力量推进共同富裕等作
了发言。

习近平在听取大家发言后发表重
要讲话。他表示，来看望全国政协农业
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的委员，参
加联组讨论，感到十分高兴。他代表中
共中央，向在座各位委员、全国广大政
协委员致以诚挚的问候， ▶下转3版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

汪洋参加看望和讨论

3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
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参加看望和讨论。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乡村振兴不能只盯着经济发
展，还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重视农民思想道
德教育，重视法治建设，健全
乡村治理体系，深化村民自
治实践，有效发挥村规民约、
家教家风作用，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要
健全农村扫黑除恶常态化机
制，持续打击农村黑恶势力、
宗族恶势力，依法打击农村
黄赌毒和侵害妇女儿童权益
的违法犯罪行为

■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
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
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把“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
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
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
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
安康托底

北京讯（新疆日报记者 王兴瑞 李
杨） 6日上午和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新疆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审
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
报告。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艾力更·依明巴海，全国人大代
表、新疆代表团团长、自治区党委书记
马兴瑞，全国人大代表艾尔肯·吐尼亚
孜、肖开提·依明、雪克来提·扎克尔、乃
依木·亚森等参加。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兵团政委李邑飞等列席会议。国家
部委有关同志通过视频听取意见。

雪克来提·扎克尔代表说，完全赞
成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划报告、预算报
告。过去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勇
毅前行，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
的辉煌成就。要捍卫“两个确立”、践行

“两个维护”，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
治疆方略，把握共建“一带一路”历史性
机遇、扎实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建设，充分发挥新疆的区位、资源、政策
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努力建设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

乃依木·亚森代表说，完全赞成政
府工作报告和计划报告、预算报告。政
府工作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对于
我们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做好今年工
作，具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
部署，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保
持社会大局稳定，持续改善民生，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扎实推进共同富
裕。

李伟代表说，政府工作报告目标明
确、政策清晰，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清醒的战略判断、坚定的
政治自信。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和
计划报告、预算报告。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砥砺奋进，实现“十四五”良好开
局。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充分发挥新疆能源、资源、区位等优势，
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支持新疆提升
进出疆物流水平，不断提升产业发展效
益，推动高质量发展。

▶下转3版

新疆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报告预算报告
艾力更·依明巴海马兴瑞艾尔肯·吐尼亚孜肖开提·依明参加

北京讯（新疆日报记者 王兴瑞 李
杨） 6日上午，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的新疆代表团认真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艾力更·依明巴海出席。全国人
大代表、新疆代表团团长、自治区党委书
记马兴瑞出席并讲话。全国人大代表艾
尔肯·吐尼亚孜、肖开提·依明、雪克来
提·扎克尔、乃依木·亚森，自治区党委副
书记、兵团政委李邑飞等出席。

马兴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到内蒙
古代表团参加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充
分体现了对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高度重
视、对各族干部群众的亲切关怀。我们
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结合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
治疆方略，扎实做好新疆改革发展稳定
各项工作。要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刻领会“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准确把握“五个必由之
路”的重要论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团结
奋斗，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深化全面从
严治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
正确方向前进。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
民族政策，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工作要求贯彻落实到各领域各方面，
突出“有形、有感、有效”、抓实抓细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项工作，引导各
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
观、文化观、宗教观，休戚与共、荣辱与
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要切实营造良
好发展环境，坚决担负起维护民族团结
和边疆安宁的重大责任，牢牢扭住社会
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 ，坚
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观念，全面推进依
法治疆，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
定、应对风险，努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
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
政治环境，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全国人大代表史大刚、李伟、祖木热
提·吾布力、哈尼巴提·沙布开、木合亚
提·加尔木哈买提、朱海仑、彭家瑞、阿不
都热克甫·吐木尼牙孜、迪力夏提·柯德
尔汗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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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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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粮食安全：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