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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
通过关于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的决定、修改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决定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栗战书主持并讲话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京闭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三号）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决定》已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3月1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3月12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1年3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四号）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决定》已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3月1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3月12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1年3月11日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11日下午在人民
大会堂闭幕。大会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等。大会通过关于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的决定、关于修
改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73
号、第 74 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大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闭幕会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栗战书主
持。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王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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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武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王岐山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53 人，出席 2896 人，缺席 57
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下午3时，栗战书宣布会议开始。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

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会议充分肯定国务院
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十四五”时期主要
目标任务和 2021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目
标和工作部署，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决议指出，
会议同意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决
定批准这个规划纲要。会议要求，“十四五”时期要统
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
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准
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
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
好局起好步。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的决
定、关于修改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决定。这两个决定自
2021年 3月 12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
事规则》分别根据这两个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
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决定批准关于 2020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
2020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1 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的决议，决定批准关于 2020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
行情况与 2021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1年中央预算。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全国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会议充分肯定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来常委会的工作，同意报告
提出的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的决议，决定批准这两个报告。

随后，栗战书发表讲话。他说，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已经圆满完成了各项
议程。

栗战书指出，会议高度评价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
的重大成就，表达了人民对习近平总书记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衷心拥戴。会议审议批准了政府工
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查批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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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战书说，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全国人大组织
法的决定和关于修改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决定。会议作
出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全体代表
高度赞同，表达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宪制秩序的坚
定决心。

栗战书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上，人大工作更好发挥职能作用，必须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更加自觉做到旗帜鲜明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人大工作，长期坚持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保人大工作沿着正确的
方向不断向前发展；旗帜鲜明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
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使党
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动，保
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
贯彻和有效执行；旗帜鲜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道路，更加自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切实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定
的政治环境和有力的政治保障；旗帜鲜明以习近平法治
思想为指导，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发挥重要作用，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紧扣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总目标，
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良法支撑和保
障全面依法治国实践；旗帜鲜明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谋划和开展工作，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
任免权，正确有效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切实做到党和国
家中心工作在哪里，人大工作就跟进到哪里，党和国家
大局是什么，人大工作就重点安排什么；旗帜鲜明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尊重代表、依靠代
表、服务代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使人民当家作
主更加有效地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

栗战书说，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新的历史时
刻，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同心协力，担当尽责，朝着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下午3时43分，栗战书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大会在雄壮的
国歌声中结束。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丁薛祥、刘鹤、许其亮、孙
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渡、张又
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琨、黄坤
明、蔡奇、尤权、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
志、周强、张军、张庆黎、刘奇葆、帕巴拉·格列朗
杰、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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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央军委委员李作成、苗华、张升民等。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有关单位、各人
民团体有关负责人列席或旁听了大会。

外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发）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栗战书主持
闭幕会并发表讲话。 （新华社发）

日报消息 （全媒体记者张婷
婷） 昨日，柳州城市伴手礼·紫荆
花文创产品发布会在百里柳江游客
中心召开，共发布茶具系列、日用
系列、办公系列、饰品系列等4个系
列的文创产品35款。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庞卡，
副市长蒙启鹏出席发布会。

本次发布的不少文创产品以市
花洋紫荆为创作元素，开发了紫荆

花茶具、茶叶罐、马克杯、保温
杯、帆布袋、书灯、紫荆花洗衣
液、紫荆花口罩等兼具观赏性与实
用性的产品，产品价格几十元至几
百元不等，力争将柳州城市伴手礼
打造成柳州城市新名片。

发布会上，市文旅集团向柳州
市志愿服务联合会捐赠紫荆花口罩
5000个，市文旅集团与柳州银行签
署了紫荆花伴手礼团购合作协议。

据了解，2018年6月，市文旅
集团启动柳州城市伴手礼项目，柳
州城市伴手礼秉承“最柳州、最地
域、最民族”的品牌理念，深入挖
掘柳州工业元素、山水人文、民族
风情，打造市民认同、游客喜爱的
文创商品。2019年起，柳州城市伴
手礼着力开发紫荆花文创产品，目
前柳州城市伴手礼有 300多款产品
在售。

日报消息 3月11日，《经济日
报》“两会特刊”刊发报道《全国人
大代表吴炜：做强产业更好造福群
众》。报道称，全国人大代表、柳州
市委书记吴炜表示，柳州将积极培
育先进制造业集群，以更高质量的
发展更好造福群众。全文转载如下：

“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推动实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产业基
础再造工程等部署，坚定了柳州踏

踏实实发展工业，推进实业强国富
民的决心和信心。”全国人大代
表、广西柳州市委书记吴炜表示，
柳州将积极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
以更高质量的发展更好造福群众。

吴炜代表说，柳州将巩固提升
传统产业，做大做强支柱产业。

“比如，螺蛳粉是柳州以工业化理
念推广的传统特色小吃，实现了由

‘小米粉’向‘大产业’的转变。”

借鉴该经验，柳州将全力推动汽
车、机械、轻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

同时，柳州将加快打造新兴产
业集群，全力推动新能源汽车、智
能轨道交通、智能电网、智能家电
等产业发展壮大。柳州还将努力补
齐短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
控能力，以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
城乡居民增收，提升生活水平。

《经济日报》采访全国人大代表、柳州市委书记吴炜

做强产业更好造福群众

柳州城市伴手礼·紫荆花文创产品发布会召开

挖掘特色打造城市新名片

李克强总理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记者会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11日下午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应大会发言人张业遂的邀请
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记者会开始时，李克强说，很
高兴同媒体的朋友们见面，感谢大
家对中国两会报道所付出的辛劳。
今年我们还是继续通过视频进行交
流，请大家提问。

让市场来唱主角
继续通过保市场主体来保就业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
者：李总理，新冠肺炎疫情对许多
工作完成的方式和地点都产生了影
响，疫情暴发一年了，请问中国就
业质量和收入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中方将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改善这
种状况？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背景
下，对消费需求特别是国外品牌消
费有什么影响？

李克强：就业对一个国家、对
一个家庭可以说都是天大的事。去
年在疫情肆虐的时候，很多街面上

都见不到行人了，多数店铺都关
了，当时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出现大
规模的失业。记得后来我到地方考
察，看了不少店铺。在一个小店，
店主跟我说，3个月没有营业了，因
为政府减免税费，支持减免房租、

水电费，稳岗补贴资金到位，我们
没有裁员，挺过来了。我问员工的
工资怎么办？他说当时只发生活费
了。在场的20多位员工都说，店里
管吃管住，不让我们下岗，还有什
么说的。 （下转三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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