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证改革巨变

畅谈“工匠精神”

在回答记者关于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相关问题时， 全国人大代表

马化腾说：“提到改革开放，不得不

提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 ” 他告诉

记者，在深圳学习生活 30 多年的自

己和从 5人发展到 4 万多人的腾讯

公司，都是特区发展的见证者、亲历

者和受益者。“未来，我希望用科技

创新推动改革发展， 希望我所处的

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带一路’ 中扮

演更重要角色。 ” 马化腾说。

如何提高政府办事效率，让

百姓办事更方便？全国人大代表、

杭州市市长徐立毅说， 杭州按照

“一件事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

次” 要求，对群众办事涉及的流

程等进行梳理整合， 方便了人民

群众，激发了市场活力，也促进了

政府自身作风转变。新的一年，杭

州将致力打造“移动办事之城” ，

并以“最多跑一次” 撬动各领域、

各方面改革。

改革，不仅为企业“松绑” 、为

群众“解绊” ，还让科技创新“上天

入地” 、让农村发展“翻天覆地” 。

2013 年曾在太空为地面 6000

多万名孩子授课的王亚平代表说：

“庆幸自己身处这样一个伟大的新

时代， 孩子们能够赶上这样一个伟

大的新时代。 ”

“汽车工业与互联网技术的深

度融合，将是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

全国人大代表、 上汽集团董事长陈

虹说，未来将探索实践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与汽车产业更广泛、更

深入地结合， 以加快推动汽车工业

的转型升级。

当得知自己要走上 “代表通

道” ，来自湖北的王建清代表既激动

又忐忑， 因为这条通道让他有机会

向全世界展现中国一线产业工人代

表的风采， 畅谈新时代的 “工匠精

神” 。站在麦克风前，他郑重承诺，要

通过自己的履职， 推动提升一线工

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让更多的人

愿意当“蓝领” ，立志做工匠。

奔驰在祖国广袤大地上的 “复

兴号” ，是“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

造”快速发展的生动例证。

主要从事“和谐号”“复兴号”

等高速动车组生产制造工作的高铁

工人郭锐代表说，今后将加倍努力，

为“复兴号” 风行世界、为建设交通

强国、制造强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更要认真学习，提高履职能力，努力

成为一名称职的、人民满意的代表。

短短通道，承载的是万众期待，

折射的是开放品格。

从两会 “部长通道” 、 党代会

“党代表通道” ， 到两会 “委员通

道”“代表通道” ， 奏出的是新时代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

范化、程序化的交响。

“开幕会结束后，我还要来采

访‘部长通道’ 。 ” 法国《欧洲时

报》记者黄冠杰说，“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务实，这已经成为中国两会

的潮流和趋势。 我相信，这样的中

国将会更强大。 ”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 5 日表示，全

国各地有上百万件珍贵出土文物长期

积压在各级各类考古发掘单位， 文物

资源闲置情况严重。 应采取得力措施

让文物“活” 起来，讲述“中国故事” ，

增强中华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王春法调研发现， 文物保护领域

有法不依问题突出， 违法难究已成顽

疾。 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明确规

定， 考古发掘单位应在考古发掘完成

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提交结项报告，

3 年内提交考古发掘报告， 此后 6 个

月内移交出土文物。实际情况是，一些

考古发掘单位长期拒不移交考古出土

文物，数量惊人。 因为缺乏空间展出，

这些珍贵文物长期积压在库房， 不能

为人民群众广泛知晓欣赏。

王春法建议， 将考古发掘文物分

配权从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分配为主调

整为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进行分配，

不再把提交考古发掘报告作为移交出

土文物的前置条件。

王春法还建议， 科学规划博物馆

体系建设，健全文物调配交流机制。

“应建立健全借展交流机制，把能

够集中呈现 5000 多年中华文明、反映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和中央权威的重点

文物定期借调至国家博物馆进行交流

展示，盘活文物资源，突出展示中华文

化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延续性。 ” 王春

法说。

据新华社电 “长江经济带发展

要确保生态优先， 同时也要把长江黄

金水道建设提到更高位置， 才能确保

长江这条‘龙’真正腾飞起来。 ” 全国

政协委员、 国务院三峡办主任聂卫国

在５日下午中共界小组会上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引领推进长江经济带发

展。聂卫国表示，长江经济带发展事关

长远，也应充分考虑保护长江岸线、建

设黄金水道的重要性。

“没有长江岸线保护、没有长江

黄金水道， 就不可能提出长江经济

带。 ” 聂卫国表示，自古川江不夜航，

三峡工程的建设改变了长江的航运条

件，形成了“高峡出平湖” 的景象。

长江航道的最大优势， 就是水运

成本低、运量大、消耗小、污染轻。聂卫

国举例， 目前长江航运平均成本每吨

公里 3 分钱， 而同样的货物铁路运输

成本约为每吨公里 1 角 8 分， 公路则

要 5角。

他介绍，未修建三峡工程前，长江

年运量最大通过能力仅 3000 万吨，修

建三峡工程后船闸通过量可实现 1 亿

吨。 但随着内河航运日益繁忙，2017

年三峡船闸通过量已达 1.38 亿吨，造

成许多船只为过闸需要排队等候，有

时需要排上几天。

聂卫国建议， 可以考虑在三峡枢

纽工程建立新的船闸， 以适应航运事

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这也符

合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同

时，因其可预期效益非常好，新船闸或

可考虑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

据新华社电 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有限公司研制的“快舟十一号”

固体运载火箭计划年内采用车载

移动方式发射， 以满足卫星商业

化、高密度、快速发射的需求。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所属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总

体设计所科技委主任胡胜云 5 日

表示，“快舟十一号” 起飞质量 78

吨， 近地轨道最大运载能力 1.5

吨，700 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

力 1 吨， 主要承担 400 至 1500 公

里近地和太阳同步轨道小卫星、微

小卫星单星及多星组网发射任务。

“快舟系列火箭是我国推进军

民融合、 发展商业航天的代表作，

最大特点就是‘快’ 。 ” 胡胜云说。

“快舟十一号” 是快舟家族新

成员。 国际商业发射中，小型运载

发射报价一般为每公斤 2.5 万至 4

万美元，而“快舟一号甲” 火箭的

报价不到 2万美元，“快舟十一号”

报价不到 1万美元。

■两会快闻

��������“盼了这么久，终于等来了你们！ ” 从 3月 3

日开始，北京茅台收藏馆返回贵阳天怡豪生大酒

店七层黄杨厅，为市民免费鉴定评估老茅台酒以

及其他各类名酒，并且向有意向变现的市民提供

现金收购。 连日来，前来鉴酒变现的市民络绎不

绝，其中不少是在老客户的介绍下，慕名而来，经

过比较，他们最终把老酒卖给了收藏馆。

老酒变现 卖给收藏馆是最佳选择

这几天，主办方接待的市民中，既有二次前

来变现的回头客， 也有老客户带来的新客户。 3

月 5 日，收藏馆接待了一位姓李的市民，他的朋

友去年曾经把三瓶上世纪 70 年代的茅台卖给了

收藏馆，在该朋友介绍下，李先生专程来到收藏

馆。 “不瞒你们说，我去年先后去了六七家收酒

单位，不是价格，就是服务方面，没有达到我满意

的程度，所以这箱酒一直没卖。此后，我就想等收

藏馆回来去看看，没想到春节后真回来了！ ” 这

次，李先生拿来一箱 1985 年的茅台酒，现场专家

鉴定后品相很完美，最后决定以 40 多万元收购。

“别人是想办法压价，而你们不仅开出的价格高，

而且真诚对待客户，办事认真爽快，这酒卖给你

们，我少损失了不少钱。 ”李先生说。

坚持童叟无欺 请市民放心

市民家中的老酒， 由于当时技术条件限制，

包装技术相对简单， 如果保存中不是特别小心，

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容易导致茅台酒外包装纸破

损，印在纸上面的生产日期就看不到了。 此时需

要专家结合自身丰富的鉴酒经验来判断老酒的

具体生产年份。 因此，市民选择一个权威诚信的

鉴定单位很关键，这样才能确保您的老酒最大价

值得到体现。 我们将一直以诚实守信换得市民对

我们的信任。

注：本活动只在天怡豪生酒店七层黄杨厅进

行。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

路黔灵山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13765833586

北京茅台收藏馆在筑收购老酒活动广受亲睐 ———

以高价打动人心 以诚信获得称赞

3 月 5 日上午，8 点刚过，人民

大会堂中央大厅。

当 10 位全国人大代表在工作

人员引领下走到麦克风前，现场闪

光灯亮成一片。

这是两会“代表通道” 的首次

开启，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

全国人大代表将在这里谈民生、传

民意，这也是继设立两会“部长通

道” 、“委员通道” 之后，全国两会

的又一次创新开放之举，向全世界

传递出更加生动、立体、自信的中

国声音。

从大寨“铁姑娘队” 队长到村

党总支书记，郭凤莲代表从事农村

工作已长达 50 多年。 “农村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还有很大短

板。 怎么样补齐短板，代表有很大

的责任。 ” 她说，作为一名人大代

表，自己 5 年来围绕“三农” 问题

提出了 20 多条建议， 未来 5 年要

继续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当好人民

满意的代表。

同样来自乡村的巩保雄代表

向记者们介绍了革命老区延安梁

家河的巨大变化。 “我们村通上了

自来水、用上了天然气、家家户户

住上了楼房， 村上办起了养殖场、

办起了醋厂、成立了乡村旅游文化

公司。 ”巩保雄说。

来自贵州赤水的“90 后” 代

表杨昌芹特意带了一只竹编水杯

与中外记者见面。 向大家展示着

这只特殊的杯子，杨昌芹说，赤水

是全国十大竹乡之一。 依靠当地

资源，传承竹编工艺，自己和乡亲

们脱贫致富， 现在村里 80%的人

住上了小洋楼、60%的人开上了

小汽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脱贫攻

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全国农村贫困

人口累计减少 6853 万人， 消除绝

对贫困人口三分之二以上。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我

们现在的生活， 那就是糍粑越

打越黏，生活越过越甜。 ” 来自

江西井冈山神山村的左香云代

表笑容灿烂。

10位人大代表谈民生、传民意；贵州“90后”人大代表杨昌芹讲脱贫故事

两会“代表通道”首次开启

长江黄金水道建设

提到更高位置

三峡办主任聂卫国：

盘活文物资源

完整展示中华文化

王春法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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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芹（左二）在“代表通道”接受采访

计划年内首飞

“快舟十一号”火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