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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审议常委会和两高工作报告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
栗战书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据新华社电 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 25 日下午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
和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
会议。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栗
战书委员长向大会报告全国人大
常委会工作。 他指出，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坚
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迅速行
动、依法履职，作出关于全面禁止
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食用的决
定， 部署启动强化公共卫生法治
保障体系的立法修法工作， 主动
宣传解读疫情防控法律， 为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律支
持。
栗战书在报告中总结了一
年多来常委会工作情况：审议法
律草案、决定草案 48 件，通过 34
件；听取审议 39 个报告，检查 6
部法律实施情况，开展 3 次专题
询问、7 项专题调研，作出 1 项决
议； 决定批准 5 个双边条约；依
法 任 免 国 家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282
人次，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
成效。 一是确保宪法在治国理政
各个方面得到全面实施。 作出关
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的决定、关于对部分服刑罪犯
予以特赦的决定，研究拟定并审
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
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的决定（草案）》。 二是不断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配
合和促进全面深化改革，确保重
大改革于法有据；以高质量立法
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民生领域
立法；加强监察、司法、社会治
理、国家安全等领域立法。 三是
依照法定职责围绕重大改革发
展任务推进监督工作。 聚焦行政
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的依
法正确行使，关注老百姓牵肠挂
肚的急事难事，让改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更好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
任务。 四是全面加强支持和服务
代表依法履职的工作制度机制
建设。 制定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全
国人大代表工作的 35 条具体措
施， 认真办理代表议案和建议，
发挥代表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
加强常委会同代表的联系，密切
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代

表服务保障工作水平。 五是围绕
服务党和国家外交大局开展对外
工作。 进一步增强人大对外工作
的主动性、针对性、统筹性。 六是
紧扣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
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自身
建设。
栗战书指出， 常委会工作还
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 我们将虚
心听取代表和各方面意见建议，
不断加强和改进各项工作。
栗战书在报告中强调， 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是支撑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 要
始终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不断丰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实践特色、时代特色，把制度优势
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通过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命运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
栗战书指出，2020 年， 我们
党将带领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 常委会要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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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
强“四个意 识 ” 、 坚 定“四 个 自
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 紧扣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紧扣统筹
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紧扣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依法履职
尽责， 推动人大工作不断取得新
成绩新进展。
栗战书从六个方面对今后一
个阶段的主要任务进行了阐述：

迁坟公告
因修文县东片区路网及停车场项目建设需要，凡
项目范围内坟墓需搬迁，现将迁坟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
修文县龙场镇新春村、新水村、新寨村征地红线范
围内的所有坟墓。
二、迁坟时间
请坟主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自行完成迁葬。
三、逾期未搬迁的视为无主坟，将统一进行迁葬。
特此公告！
联系人：
唐

兵 先生

联系电话：13639005736

冯明鸣 先生

联系电话：13608568945

确保宪法全面实施；加强重要领
域立法；依法做好监督工作；支持
代表依法履职；积极开展对外交
往；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代表
最高人民法院作工作报告时说，
2019 年， 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努力让人民
想为指导，紧紧围绕“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 目标，坚持服务大局、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最高人民法
院审结案件 3.4 万件， 地方各级
法院审结、执结 2902.2 万件。
周强从八个方面报告了 2019
年主要工作： 一是全面贯彻总体
国家安全观， 推动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中国； 二是坚定不移贯彻
新发展理念， 服务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三是坚持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四是
构建便民高效的矛盾纠纷化解机
制，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五是巩固
“
基本解决执行难” 成果，保持执
行工作高水平运行； 六是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不
断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
七是坚持革命化、 正规化、 专业
化、职业化方向，大力加强人民法
院队伍建设；八是自觉接受监督，
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工作。
周强说，2020 年人民法院工
作任务是着力服务保障常态化疫
情防控和全面恢复经济社会秩
序，精准服务做好“六稳” 工作、
落实“
六保” 任务；着力服务更高
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着力服务
经济高质量发展，紧扣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任务强化司法服务；着力加强
民生司法保障，坚决依法纠正就
业中地域、性别等歧视，坚决依法

迁坟公告
为加快城北新区百花中路（北段）、林家山地块城
市棚改、国学讲堂、广大（奥特莱斯）建设项目，急需迁
移项目规划红线内的坟墓。 城北新区百花中路（北段）
建设项目迁坟涉及凉水井村羊儿山周围的坟墓， 涉及
青山村煤路大田、偏坡、石上土等周围的坟墓；林家山
地块城市棚改建设项目迁坟涉及毛栗山村林家山等周
围的坟墓； 国学讲堂改建设项目迁坟涉及凉水井村陈
家塘周围的坟墓，涉及毛栗山村陈家塘周围的坟墓；广
大（奥特莱斯）项目建设项目迁坟涉及凉水井村陈家
塘、高田、小龙坡、转坡土周围的坟墓。 请坟主于公告之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与清镇市红枫湖片区建设
管理委员会联系，速来办理迁坟手续，逾期将作为无主
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51-82517658 15902608613
18984019616

修文县自然资源局

清镇市红枫湖片区建设管理委员会

2020年 5 月 25 日

2020年 5 月 25 日

■聚焦部长通道

纠正无故解除新冠肺炎患者劳动
合同关系的行为； 着力推进审判
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深化司
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 着力建
设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法院队
伍。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工作报告
时说，去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
下，最高人民检察院讲政治、顾大
局、谋发展、重自强，各项检察工
作取得新进展。 报告分别介绍了
检察履职战“疫” 情况、2019 年
工作回顾和下一步工作安排。
张 军 说 ，2020 年 2 月 至 4
月， 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疫刑
事犯罪 3700 余人、 起诉 2500 余
人，办理相关公益诉讼案件 2800
余件。 2019 年，全国检察机关共
办理各类案件 314 万余件， 同比
上升 9.7%。 一是积极参与、促进
国家治理， 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服务。 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
社会稳定， 严格依法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 扎实服务打好三大
攻坚战，更实支持企业经营发展，
积极作为促创新， 扎实推进反腐
败斗争， 用真情落实群众来信件
件回复制度， 立足办案引领社会
法治观念。二是跟上、适应时代发
展，扎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努力
做优刑事检察、做强民事检察、做
实行政检察、做好公益诉讼检察。
三是狠抓自身建设， 提升检察履
职能力。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创新检察业务建设，坚持全面
从严治检。 四是自觉接受人民监
督，让检察权在阳光下行使。
张军说，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
疫情带来新的挑战， 检察机关必
须担当作为。 要始终坚持党的绝
对领导，始终坚持“守初心、担使
命” ，始终坚持“稳进、落实、提
升”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
觉、检察自觉，把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宪法法律赋予职责落实到位。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56 人，出
席 2886 人，缺席 70 人，出席人数
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
席、执行主席王晨主持。大会主席
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曹建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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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圩：

有序放开
新能源汽车代工生产
据人民网消息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部长通道” 采访活
二次全体会议结束后，第二场“
动举行。 在回答关于“
新能源汽车还会有哪些发
展政策” 时，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介绍，下一
步将主要在供给侧、需求侧、使用侧继续发力。
从供给侧来说，将进一步加大“放管服” 改
革力度，有序放开新能源汽车代工生产，同时对
有检测能力的企业，实行自检自证，减少重复检
测。 另外，对于研发创新型新能源汽车企业，实行
品牌授权试点。
从需求侧来说，除了落实好财税支持政策之
外，还将鼓励换电模式的发展，鼓励地方在公共
服务领域更多使用新能源汽车， 比如执法车、物
流车、环卫车、公交车、出租车等，以此扩大新能
源汽车的需求。
从使用侧来说，将继续加大充换电基础设施
建设，鼓励各类充换电设施实现互联互通。 另外，
也鼓励地方政府针对新能源汽车的使用，出台停
车、通行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钟山：

已向 199 个国家和地区
出口防疫物资
据人民网消息 25 日下午，第二场“部长通
道” 采访活动举行。 商务部部长钟山在回答记者
提问时强调，中国没有对防疫物资出口进行限制，
全球疫情暴发以来， 中国已经向 199 个国家和地
区出口了大量的防疫物资， 为全球应对疫情作出
了重要贡献，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体现了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赞赏和肯定。

关于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公告
尊敬的万科花溪大都会业主:
我公司开发的万科花溪大都会项目
D1-D9、C1-C7 栋住宅及 C 区商业房屋已具备
办理《不动产权证》条件，现正在办理不动产权
证。 请您携带相关资料到：贵阳市花溪区明珠大
道南段万科花溪大都会 D 区 2 栋 1 楼不动产
权办理中心交纳办证资料办理不动产权证。
提交资料：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表、
购房收据原件、借款合同（按揭业主提供）、购
房人及配偶身份证、婚姻证明、购房人夫妻双方
及未成年子女户口簿、未成年人出生证。
办证详情请咨询：13158021887
贵阳万宏房地产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5 日
万家灯火
24 小 时 供 电 客 户 服 务 热 线

南网情深

https://95598.gz.csg.cn/

温馨提示:一周停电早通知
为了提 高电 网供 电质量 ，贵阳市 2020 年 6 月 2 日 —6 月 5 日 将对 以下 线 路 进 行 计 划
检 修停 电，请 广大客 户做 好停 电准 备，对此 给您 造成 的不 便，我们 表示 深深 的歉 意。
停电
区域

两
城
区
域

双
龙
区
域

停电日期及
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段及客户

6月 2 日
10:00—22:00

10 千 伏 都 惠 线 365 环 网 柜 3652 环 网 开 关 至
190 号柱上开关区段

贵惠路部分区域：老干活动中心 1# 变、老 干 活
动中心 2# 变、财院变、协成房开、老干网球协会、
城发施工变、财经学院、瑞花广场、人汽公司、河
滨冷饮、河滨管理处、桥梁施工变等

6月 3 日
10:00—22:00

10千伏瑞六线深房房开 3# 变

飞山街部分区域：深房房开 3 号等

6月 4 日
10:00—22:00

10千伏兴服线 425 户外开关箱 4256 开关至 10
千伏兴服线 427 户外开关箱 4271 开关区段

广电巷、解放路部分区域：乡镇企业局 、燃 料 公
司、省电台宅、751 台、省电视台宿舍、省广播厅
宅、人民大道施工变等

6月 3 日
08:30—18:30

10千伏龙化线东站分支 702H 号开关后段线路

贵阳市水利交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
拉槽 4 号变东客站抽水站、 东站路黑丫口隧道、
秦棋收费站、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
销售分公司、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收费
站）、贵阳市水利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月 4 日
08:30—18:30

10千伏龙化线化谷支线 702A 号开关后段线路

贵阳市乌当区城市管理局（阿栗抽水对面）、阿
粟安置房、贵阳市乌当区阿栗村民委员会（阿栗
抽水）、贵阳市乌当区城市管理局（高杆坡上）

南方电网贵州贵阳供电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