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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吕红红兵兵委委员员吕红兵委员
    民民法法典典应应该该走走进进千千家家万万  民法典应该走进千家万

户户，，来来到到每每个个人人的的身身边边，，陪陪伴伴户，来到每个人的身边，陪伴

其其一一生生，，守守护护其其一一世世其一生，守护其一世

曹曹卫卫星星委委员员曹卫星委员
    树树立立大大土土地地观观，，实实行行最最严严  树立大土地观，实行最严

格格的的集集约约用用地地制制度度、、耕耕地地保保护护格的集约用地制度、耕地保护

制制度度、、生生态态保保护护制制度度制度、生态保护制度

刘刘伟伟委委员员刘伟委员
    破破除除产产业业结结构构调调整整和和  破除产业结构调整和

升升级级的的堵堵点点，，让让高高质质量量供供给给升级的堵点，让高质量供给

更更好好地地匹匹配配居居民民需需求求更好地匹配居民需求

马马有有礼礼委委员员马有礼委员
    发发挥挥澳澳门门““一一国国两两制制””优优  发挥澳门“一国两制”优

势势，，在在促促进进国国内内大大循循环环中中发发挥挥势，在促进国内大循环中发挥

澳澳门门所所长长澳门所长

王王路路委委员员王路委员
    国国家家关关于于碳碳达达峰峰、、碳碳中中  国家关于碳达峰、碳中

和和高高标标定定位位的的决决策策部部署署，，必必和高标定位的决策部署，必

将将重重塑塑我我国国新新发发展展大大格格局局将重塑我国新发展大格局

甘甘霖霖委委员员甘霖委员
    以以社社会会治治理理公公平平为为出出发发  以社会治理公平为出发

点点，，提提高高老老百百姓姓数数字字技技术术应应点，提高老百姓数字技术应

用用能能力力，，减减少少““数数字字鸿鸿沟沟””用能力，减少“数字鸿沟”

孙孙毅毅彪彪委委员员孙毅彪委员
    大大力力发发展展远远程程医医疗疗、、数数  大力发展远程医疗、数

字字 教教 育育 等等 新新 兴兴 数数 字字 服服 务务 业业字 教 育 等 新 兴 数 字 服 务 业

态态，，打打造造国国际际竞竞争争新新优优势势态，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郝郝跃跃委委员员郝跃委员
    ““从从 00 到到 11””原原创创性性突突破破，，需需  “从 0 到 1”原创性突破，需

要要自自由由探探索索，，也也需需要要从从““源源头头和和要自由探索，也需要从“源头和

底底层层””为为长长远远战战略略目目标标提提供供支支撑撑底层”为长远战略目标提供支撑

景景柱柱委委员员景柱委员

    支支持持更更多多优优秀秀民民营营企企业业  支持更多优秀民营企业

承承担担关关键键领领域域技技术术攻攻关关任任务务承担关键领域技术攻关任务

陶陶凯凯元元委委员员陶凯元委员
    更更加加重重视视青青少少年年心心理理健健康康  更加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

问问题题，，为为青青少少年年的的积积极极人人生生、、幸幸问题，为青少年的积极人生、幸

福福人人生生奠奠基基福人生奠基

吴吴昌昌德德委委员员吴昌德委员

    以以书书香香政政协协促促进进专专门门  以书香政协促进专门

协协商商机机构构建建设设协商机构建设

杨杨扬扬委委员员杨扬委员
    如如期期、、安安全全地地举举办办冬冬奥奥  如期、安全地举办冬奥
会会、、冬冬残残奥奥会会，，必必将将彰彰显显中中国国会、冬残奥会，必将彰显中国
负负责责任任的的大大国国形形象象，，增增强强全全体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增强全体
中中华华儿儿女女的的自自信信心心、、自自豪豪感感中华儿女的自信心、自豪感

政协大会举行视频会议 汪洋出席 12 名委员发言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8 日上午举行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会议。12 名委员作大会发言。会议在全国政协机关设主会场，在委员驻地设分会场。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到会听取发言。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在线参加会议。

　　会议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主持。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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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鸿、高云龙出席会议。

  吕红兵委员：以推动民法典有

效实施凝聚法治共识

　　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吕红兵委员 8
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视频会议上作
大会发言时说，政协委员应做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的模范，委员中的法律工作者更应同时
当宣传法律的先进，开启“民法典委员大合
唱”。
　　吕红兵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中，民法典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
的基础性法律。民法典应该走进千家万户，
来到每个人的身边，陪伴其一生，守护其一
世。政协委员应把自己学典心得与体会、感
悟与思考，“溢出”和百姓共商、升华与社会
共享。
　　吕红兵说，宣讲民法典要讲透“意义”，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的实现和
发展。应把握“红线”，即“民法典是一部‘权
利’宣言书”，“权利”二字应贯穿始终。要创
新“方法”，以案说法，以例释典，通俗易懂，雅
俗共赏。应提升“境界”，努力让百姓养成“民
法思维”，提升“法律意识”，共建“法治社会”。

  曹卫星委员代表民盟中央发
言：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提升土地资
源保护利用水平

　　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曹卫星委员代
表民盟中央 8 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
议视频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说，必须走土地
资源科学保护和高效利用的新路子，十分珍
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为高质量发展和
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曹卫星说，我国土地资源适宜高强度开
发利用的较为有限，区域分布极不平衡，且面
临着保发展、保耕地、保生态的多重压力。当

前，我国土地资源保护与利用还存在一些突
出问题。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树立大土地观，
实行最严格的集约用地制度、耕地保护制度、
生态保护制度，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全力提升
土地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
　　曹卫星建议，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
管控，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建设用地
减量化行动，统筹控制总量、优化增量、盘活
存量。创新土地资源供给与管理方式，深化
土地供给制度改革，建立差别化的评价考核
及财税等激励与约束机制，严格控制非农建
设占用优质耕地及高生态价值用地。推进国
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大力推进土地工程
科技创新，持续推进矿山环境、水流域与湿
地、退化与污染土地、盐碱地等领域的规模化
综合治理。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实行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重点加强永久基本农田建
设，实行用养结合，建设节水高效农田。加快
智慧国土平台建设，构建国土资源天空地立
体化遥感监测“一张图”，建立实时监管和数
据共享平台，发展“规、批、供、用、修、查、登”
全流程数字化国土管护新体系，推进自然资
源治理高质量发展。

  刘伟委员：从供给需求两方面

着手扩大消费

　　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刘伟委员 8 日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视频会议上作大
会发言时说，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扩大消费，
要把扩大消费与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
来，同时加强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通过有效制度安排，让需求引领供给、供
给创造需求，促进二者良性循环。
　　刘伟说，扩大消费是我国需要牢牢把握
的战略基点之一。我国扩大消费存在较大空
间。在当前特定环境下，扩大消费更是一项
重要工作，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着手，做

好针对性的制度安排。
　　刘伟建议，要从提升和稳定居民收入方
面进行制度改革，从促进就业、加强职业技
能培训、改善资源配置、完善税收制度等方
面以及完善社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合理
调节房价、合理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公
共服务多个角度加强制度安排，提升居民消
费意愿。
　　刘伟建议，要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破除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堵点，让高质
量供给更好地匹配居民需求，从破除区域间、
行业间、行业内市场壁垒的角度优化营商环
境，加强国内市场整合；激励创新，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引领市场、创造需求，从而释放消
费潜力、做大市场规模；加强品牌建设、品牌
保护，降低物流、税费等成本，同时加强消费
者权益保护，改善市场交易环境，降低交易
成本。

  马有礼委员：发挥澳门“一国

两制”优势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马有礼委员 8
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视频会议上作
大会发言时说，澳门各界充分认识到，必须用
好“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把握国内国际双循
环机遇，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马有礼说，澳门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旅游
资源，在文创会展、休闲旅游、美食娱乐、购物
消费等方面也积累了坚实的基础。在内地消
费升级的大背景下，相关产业具有较强的竞
争优势。要发挥澳门“一国两制”优势，在促
进国内大循环中发挥澳门所长。
　　马有礼说，澳门与海外华侨华人联系广
泛，特别是与东南亚国家保持着广泛深入的
沟通，在商贸、文化、旅游等方面建立起畅通
的合作渠道，有利于打造国际间商务合作及
人际交往平台、服务“一带一路”沿线的金融

服务平台。澳门与葡语国家和地区有着传
统而紧密的关系，可以与葡语国家加强民
间外交。要利用澳门国际交往优势，在推
动国际循环中承担桥梁作用。
　　马有礼说，要做好珠澳合作开发横琴
这篇文章，加快出台有关方案，落实“分线
管理”通关新模式，进一步优化跨境资本账
户流通，普及国际互联网专用通道。加大
教育、医疗、保险、养老等方面合作力度，加
强法律制度衔接，以民生合作促进深度融
合。指导推动央企在横琴加大产业投资力
度，支持央企携手澳门企业用足用好国家
政策。

  王路委员代表农工党中央发
言：奋力推动如期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

　　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王路委员代
表农工党中央 8 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
次会议视频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说，应提
升绿色发展在国家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
位，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十
四五”期间完成碳达峰有关任务目标，为碳
中和打好基础。
　　王路说，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任务
十分艰巨，排放总量居高与目标时限紧迫
并存，经济发展的能源增长需求与减排降
碳压力并存。国家关于碳达峰、碳中和高
标定位的决策部署，彰显了倒逼发展绿色
转型的战略决断，必将重塑我国新发展大
格局。
　　王路建议：一是以能源结构转型为重
点，构建清洁低碳能源体系。尽快明确“十
四五”及中长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和
减煤路线图，大力实施终端能源电气化。
加快非化石能源发展，倡导绿色、共享生活
方式。二是统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

综合治理系统性和整体性。加快煤电、石
化、钢铁、水泥等高碳产业的低碳转型，全
面实施产能总量控制和新建项目产能置换
要求。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
应将低碳作为约束标准。三是以科技为重
要支撑，实现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发展转
型。制定国家低碳科技发展战略，多路径
赋能绿色低碳发展。提升生产技术和工艺
水平。加强核能技术创新与安全保障，加
大清洁能源地质勘探力度，发展太阳能、风
能、水能、氢能、地热高效利用技术。推进
农业绿色发展。四是强化组织领导和政策
保障。把落实碳达峰、碳中和作为重要政
治任务，完善全国碳市场建设，建立健全相
关法治保障。

  甘霖委员代表致公党中央发
言：推进大数据区块链与经济社
会融合创新发展

　　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甘霖委员代
表致公党中央 8 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
次会议视频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说，要加
快推进大数据、区块链与我国经济社会融
合创新发展。
　　甘霖说，我国积极推动大数据、区块链
应用升级与创新发展，以数字经济为代表
的新动能正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但目前我国在大数据、区块链领域仍面临
数据壁垒制约、数据保护体系不完善、相关
人才缺口较大等问题。为此，提出四点
建议：
　　——— 做好顶层设计，打通数据壁垒，促
进数据跨界融合，助推产业创新与升级。
全面推进公共数据分级分类开放，释放公
共数据红利。加强隐私保护，前瞻研究相
关法律制度。提升数字资产安全、个人隐
私保护能力。     （下转 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