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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新华社北京 3月 4日电 凝心聚力共圆

伟大梦想，踔厉奋发再谱时代华章。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 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近 2000名

全国政协委员将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

入协商议政、认真履职尽责、广泛凝聚共识，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汇聚智慧和

力量。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

黎、刘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万钢、何厚铧、卢

展工、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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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云龙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

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

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2157人，实到 1988人，符合规定人数。

下午 3时，张庆黎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

立，奏唱国歌。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程。

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汪洋指出，2021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

下，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政协性质定位，

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为主线强化

思想政治引领，以促进“十四五”良好开局为

重点认真履职尽责，以提高政协制度效能为

目标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为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汪洋从 5个方面总结了过去一年全国政

协的工作。一是聚焦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深入开展以中共党史为重点的“四史”教

育，引导广大政协委员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二是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

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等议政建言，助力“十四五”良好开局。三是丰

富政协协商内涵，强化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

用，创设专家协商会，突出协商式监督特色，发

挥委员自主调研优势，拓宽社情民意信息反映

渠道，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效能。四是完善

团结联谊方法载体，积极开展谈心谈话、委员

宣讲等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对外

交往工作，成功举办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大

会，广泛汇聚智慧和力量。五是加强政协自身

建设，切实提高履职成效。

汪洋强调，2022年，人民政协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

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建言

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把迎接中共二十大、

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作为贯穿全年的

重大政治任务，认真做好思想引导、汇聚力量、

议政建言、服务大局各项工作，为保持平稳健康

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

政治环境作出贡献。

汪洋强调，人民政协因团结而生、依团结

而存、靠团结而兴，是大团结大联合的象征。

要深刻认识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新时代人

民政协的历史责任，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

一，有效运用制度优势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

最大同心圆，把更多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

围，把更多力量汇聚到共襄复兴伟业的历史

进程之中。 （下转第六版）

全 国 政 协 十 三 届
五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到会祝贺

汪洋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张庆黎主持
刘新成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3月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在主席台就座，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向大会报告工作。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绽放生命精彩，礼

赞自强不息。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 4日

晚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

席开幕式并宣布北京冬残奥会开幕。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际残奥委会主

席帕森斯出席开幕式。

残疾人在全球总人口中占比约 15%，是休

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北

京 2022年冬残奥会，是北京 2008年残奥会后中

国举办的又一全球残疾人体育盛会。

国家体育场华灯璀璨，流光溢彩。19 时 57

分，北京冬残奥会会徽呈现在体育场中央巨幅

地屏上。在《和平——命运共同体》的乐曲声

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帕森斯等走上主席

台，向观众挥手致意。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

掌声和欢呼声。

场地中央，灿烂的星海中，浮现过往 12 届

冬残奥会举办城市名称，最终定格在“2022 北

京”。代表冬残奥会六大竞赛项目的运动员们

从一条雪道疾驰而下，滑入场内。场地中央出

现一条冰壶赛道，随着冰壶滑出，倒计时数字在

场地内闪现：10、9、8、7、6、5、4、3、2、1……全场

欢呼。

播音员向观众介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习近平和帕森斯向

大家挥手致意，全场再次响起热烈掌声。

北 京 2 0 2 2 年
冬残奥会隆重开幕
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北京冬残奥会开幕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出席

3月 4日晚，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开幕
式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国家主席习近
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
开幕。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在中国传统

节日“龙抬头”这一天，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

会议在京隆重开幕。当庄严雄壮的国歌声奏

响，现场来自 34个界别的近 2000名全国政协

委员齐声歌唱，胸中澎湃着“万众一心”的团

结力量。

回望 2021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隆重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的重要一年，每一位委员深感重

任在肩。

寻求最大公约数 画
出最大同心圆

人民政协因团结而生、依团结而存、靠团

结而兴。在半个多小时的工作报告中，全国

政协主席汪洋 39次提及“团结”一词。

这令在场的政协委员印象深刻。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科技厅厅长谢

京从大会报告中感受到了力量，“我感触最

深的话是‘为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努力奋

斗’。政协这个重要平台在处理敏感问题、

化解矛盾、团结最广大的中华儿女方面，有

着独特优势。面对多种因素叠加造成的困

难，中国老百姓在越困难的时候越不慌乱，因

为有了主心骨。我觉得今年一定能够开门

红、开门稳。” （下转第六版）

这个春天，奏响迈向“第二个百年”的时代强音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开幕侧记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5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

堂开幕，听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审查国务院关于 2021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报告及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审查国务院关于2021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及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草案，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说明、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说

明。下午，各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5 日上午，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十三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会，听取政府工作报告。5 日下午，全国政协十

三届五次会议举行小组会议，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

情况报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会进行现场直播，

新华网将对开幕会作现场图文直播。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今日上午9时开幕

3月4日晚，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3月 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全国政协主
席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
会报告工作。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在残疾人合唱团《我和我的祖国》的深情

歌声中，8位中国残疾人运动员和为残疾人事

业作出贡献的人士代表，护卫着五星红旗来

到体育场升旗区。20 时 08 分，在雄壮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4个憨态可掬的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雪

容融”滑入场地中央，运动员入场式开始。来

自世界各地的冬残奥运动员代表们精神抖擞

地进入体育场。现场观众用热情的掌声和欢

呼声，向他们表示欢迎和敬意。本届冬残奥

会共有来自 46 个国家（地区）的代表团参加。

未来 9 天里，近 600 名残疾人运动员将参加 6

个大项的比赛。

伴着《歌唱祖国》的旋律，东道主中国代

表团最后入场。残奥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运

动员郭雨洁、残奥冰球运动员汪之栋持鲜艳

的五星红旗，行进在队伍最前列。本届冬残

奥会中国代表团共 217 人，其中运动员 96 人，

将参加全部 6 个大项、73 个小项的角逐。这

是我国参加冬残奥会以来，代表团规模最大、

运动员人数最多、参赛项目最全的一届。

运动员入场完毕，大屏幕播放国际残奥

委会短片《我们这 15%》，展现了残疾人充满自

信和活力的风采，呼吁进一步提高对全球 12

亿残疾人的关注度、包容性和无障碍水平。

随后，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致辞。他

说，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和中国政府坚强

领导下，我们践行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

奥理念，与国际残奥委会等方面通力合作，精

心做好北京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确保“两个奥

运、同样精彩”。期待残奥健儿的精彩表现，

让我们享受残奥运动带来的竞技之美、精神

之美、生命之美。相信北京冬残奥会将向世

界传递信心、友爱与希望，展现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美好愿望。让我们携手一起向未

来，谱写残奥运动新篇章。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致辞。他表示，

北京冬残奥会场馆设施独具匠心，赛事保障严

密细致，疫情防控安全高效，中国人民热情好

客，为不同国家（地区）运动员搭建了充分展示

残奥运动魅力的舞台。中方鼓励和调动残疾

人参与冬季运动的工作成就斐然。

21 时 02 分，开幕式迎来激动人心的一

刻。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北京 2022 年冬残

奥会开幕！顿时，雪花造型的紫色焰火绽放

夜空，将奥林匹克公园装点得格外美丽。

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共同演绎了残健

共融的温情时刻。8 名旗手手持国际残奥

委会会旗入场。他们是：中国女子轮椅篮球

国家队教练陈琦、盲人门球国际级裁判郝国

华、残奥会羽毛球金牌获得者刘禹彤、残奥

会投掷项目金牌获得者姚娟、残奥会游泳金

牌获得者张丽、残奥会轮椅击剑金牌获得者

孙刚、残奥会乒乓球金牌获得者薛娟、残奥

会轮椅击剑金牌获得者李豪。由视力残疾

学 生 组 成 的 管 乐 团 奏 响 国 际 残 奥 委 会 会

歌。国际残奥委会会旗徐徐升起，同五星红

旗一道高高飘扬。

随后，中国残奥高山滑雪运动员张梦秋、

轮椅冰壶运动员陈建新代表全体参赛运动

员，中国残奥冰球项目裁判张立恒代表全体

裁判员，中国轮椅冰壶教练岳清爽代表全体

教练员及官员分别宣誓。 （下转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