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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
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3月3日，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第 十 二 届 全
国 委 员 会 第
四 次 会 议 在
北 京 人 民 大
会堂开幕。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到会祝贺

俞正声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陈晓光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杜青林主持

本报北京3日电（记者孙
佳薇 常春晖）3日下午，出席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
黑龙江代表团在北京举行全
体会议。

代表团第一召集人王宪
魁主持会议，召集人陆昊、杨
汭、李海涛、符凤春、陈述涛
出席会议。

会议推选王宪魁为代表

团团长，陆昊、杨汭、赵敏、李
海涛、符凤春、陈述涛为代表
团副团长。会议审议通过了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
席团、秘书长名单（草案），审
议通过了大会议程（草案）。
会议还传达了代表团召集人
会议精神，通报了大会总体
安排和有关情况。

王宪魁指出，本次会议

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
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完
成 2016 年各项任务动员会。
要紧紧围绕我国经济发展新
常态和五大发展理念，转方
式、创新发展模式，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结合我省深
入实施“五大规划”发展战
略，围绕龙江陆海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围绕保障和改

善民生等方面，结合平时的
调研与省人大、省政府提供
的议案和建议素材，认真研
究提出有分量的需要国家层
面解决的议案和建议，为龙
江的发展提出更多更好的议
案和建议。

王宪魁强调，各位代表
是代表全省人民来参加会议
的，肩负着全省人民的殷切

希望和重托，使命神圣、任务
光荣、责任重大。要以高度
负责的精神，认真行使宪法
和法律赋予的权力，积极履
行职责。要多安排基层代表
发言，充分反映民情民意，把
广大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
问题作为反映意见和建议的
重点，当好人民群众的代言
人。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

正面宣传为主的大会报道方
针，唱响主旋律、汇聚正能
量。要努力把会议开成团
结、奋进、鼓劲的大会，多营
造 团 结 向 上、正 能 量 的 氛
围。要树立良好的会风，严
格按照大会的安排，聚精会
神参加会议，认真审议大会
的各项议程，将会议开成风
清气正的大会。

我省代表团召开全体会议
推选王宪魁为代表团团长 陆昊等为副团长

背 景
近年来，受消费者对国产

奶粉信心不足、进口奶粉数量
激增等因素影响，一些乳品企
业开始大量改用进口奶粉复
原乳作为乳制品原料。这种
情况一方面将直接冲击我国
奶牛养殖业，另一方面也背离
了乳品的营养价值发展方向，
不利于我国乳业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彭溢 郭铭华

“在价格倒挂的情况下，为
追求利益最大化，乳品企业纷
纷选择使用进口奶粉复原后再
生产，限收拒收生鲜乳，从而导
致新鲜营养的生鲜乳销售受
阻，严重阻碍了奶牛养殖业和
乳品加工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主席杜
宇新的担忧，在我省全国政协
委员中引起共鸣。全国政协十
二届四次会议开幕首日，他作

为第一提案人，与多位委员联
名向大会提交提案，呼吁加强
复原乳管理，鼓励鲜奶生产。

会外连线
低价进口奶粉冲击市场

有数据显示，2015年 1月
至11月，我国进口大包粉66万
吨，约合 528万吨生鲜乳，约占
全国总产量的 15%；进口液态
奶约 40万吨，同比增加 33%。
与此同时，进口大包粉到岸价
格屡创新低，长时间保持在
1.5~2.5 万元人民币/吨，而国
内乳品企业用生鲜乳生产奶粉
吨成本在3.3~3.5万元。

“众所周知，我国奶牛饲
养成本高，奶业发展缺乏竞争
优势。国内原料奶收购价格
高于国际市场，差价巨大，国内
原奶市场竞争乏力。”国内一知
名乳制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际市
场乳制品价格持续走低，很多
乳企为缓解经营压力，选择转

向国外进口原料，一度造成国
内奶源市场出现严重的“奶剩”
现象。“从长远来看，此举不利
于我国养殖业和乳制品行业
的发展。”

会场解析
复原乳营养大打折扣

复原乳与新鲜牛奶的营养
有着天壤之别。我省全国政协
常委何小平告诉记者，“大包粉
加工过程中，主要使用超高温
瞬时灭菌(UHT)方式，在 135~
145摄氏度下加热4~15秒。虽
然只有几秒，但经高温处理，牛
奶中的维生素等一些不耐热营
养成分遭到破坏，乳糖也会焦
化，蛋白质与乳糖还会发生化
学反应，使牛奶褐变，破坏原有
的风味。”

“用进口大包粉复原后生
产乳制品，特别是婴幼儿配方
粉，要经过两次超高温处理，一
次是超高温灭菌生产大包粉，
另一次是大包粉复原后高温生
产乳制品，这样导致乳清蛋白
变性率最高可达 91%；对维生
素 B1、维生素 C、叶酸破坏严
重，其先天营养价值将大打折
扣。”我省全国政协委员张抗抗

说，“生产商一般均通过后期添
加来满足国标的要求，又未明
确加注使用还原乳的标识，侵
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副
主席程幼东还提出，进口大包
粉经过境外加工、储存运输、报
关等程序到国内再生产，保质
期大大缩减，复原后生产乳制
品重新标注分装日期，使即将
过期的大包粉“重获新生”。

“但由于广大消费者对产品原
料新鲜度、营养成分和保质期
等问题了解不够，特别是对复
原乳的基本知识和国际主流的
巴氏牛奶不甚了解，再加上乳
品企业长期错误导向的宣传
方式，造成了普遍的不科学、
不理性的消费习惯。”

委员建议
多措并举鼓励鲜奶生产

加强复原乳管理，鼓励鲜
奶生产已是箭在弦上。为此，
多位我省全国政协委员建议，
应建立乳制品复原标识制度，
进一步强化液态奶复原标识
管理，建立配方粉及其它乳制
品复原标识制度，切实保障消
费者的知情权。（下转第二版）

我省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呼吁

加强复原乳管理 鼓励鲜奶生产

两会聚焦

本报讯（记者孙佳薇）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
于脱贫攻坚工作的决策部
署，日前，省委组织部发出
通知，要求各级组织部门
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
感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在脱贫攻坚中的战斗
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为
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决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
证。

通知要求，今年上半
年，将以县为单位，对贫困
村党组织书记进行全面摸
底、分析排队，及时进行组
织调整，有针对性制定培
养提高措施，选优配强村
党组织书记，并把脱贫攻
坚成效与村党组织书记报
酬待遇挂钩。结合“万企
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鼓
励和聘请民营企业家、离
退休干部、专家学者担任
贫困村“名誉村长”“发展
顾问”。在全省建档立卡
贫困村第一书记全覆盖的
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及
时做好选派干部调整轮换
工作，提高县以上机关选
派干部比例。此外，省委
组织部将对全省贫困村党
组织书记进行全员轮训，年底前，以县为单位对第一书记普
遍轮训一遍，确保第一书记切实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作用。

通知要求，要充分利用返乡就业创业政策，鼓励和吸
引致富带头人、外出务工经商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退
伍军人、高校毕业生到贫困村工作。加大在脱贫攻坚一线
培养发展农村青年党员力度，对贫困村发展党员实行重点
管理。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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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日讯（记者姚建平）3日，齐齐哈尔市召开全市
领导干部大会。会上宣布省委决定：孙珅同志任中共齐
齐哈尔市委书记，提名为齐齐哈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候
选人，不再担任齐齐哈尔市市长职务；李玉刚同志任中
共齐齐哈尔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提名为齐齐哈尔市
市长候选人。

孙珅任齐齐哈尔市委书记
李玉刚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

□新华社记者 孙英威 管建涛

在农村、社区选聘食品安全协管员，将监管重心前
移；划定责任区，网格化管理扫除监管盲区……近年来，
黑龙江省探索创新食药监管工作，逐步构建起“全覆盖”
式食药监管“安全网”。

村级“协管员”为食药监管安上“千里眼”

岁末年初，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桃山区一处隐蔽的平房
内，一个没有任何证照的豆制品非法加工点被成功取缔。

“之所以能发现这个白天休息、夜里加工、天不亮就把加工
品拉走的黑加工点，功劳最大的就是社区的食品安全协管
员。”七台河市食药监局桃山二分局局长王立全说。

为延伸食品药品监管触角，七台河市聘用了由社区
主任、村支书或村医等人组成的 171名食品安全协管员
队伍，负责辖区内食药加工“黑窝点”、游医药贩“拎包卖
药”等线索收集。 （下转第二版）

村子里有了
“食品安全员”

黑龙江构建“全覆盖”式食药
监管“安全网”

新华社北京 3 月 3 日电
务实真言共谋新蓝图，凝心聚
力同创新伟业。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 3日下午在人
民大会堂开幕。今后十几天
里，2100多位政协委员将紧紧
围绕“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
和有关报告，认真履行职能，
积极建言献策，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
内气氛庄重热烈，象征全国各
族人民大团结的政协会徽悬
挂在主席台正中，十面鲜艳的
红旗分列两侧。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全
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韩启
德、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
华、万钢、林文漪、罗富和、何
厚铧、张庆黎、李海峰、陈元、
卢展工、周小川、王家瑞、王正
伟、马飚、齐续春、陈晓光、马
培华、刘晓峰、王钦敏在主席
台前排就座。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
山、张高丽等在主席台就座，
祝贺大会召开。

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
议应出席委员 2214 人，实到
2136人，符合规定人数。下午
3时，杜青林宣布大会开幕，全
体起立，唱国歌。大会首先审
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二届全国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程。

俞正声代表政协第十二
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
大会报告工作。

俞正声从 8 个方面总结
了过去一年人民政协的工
作。他说，2015 年是全面深
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
是人民政协事业开拓奋进、
创新发展的重要一年。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
央高度重视政协工作，进一
步加强对人民政协的政治、
思想和组织领导，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会议多次研究政协
工作，中共中央出台加强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
和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
设的实施意见，召开中央统
战工作会议，颁布实施《中国
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试行）》，对推进人民政协事
业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
署。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
下，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其常
委会深入贯彻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广泛团结参加人民政
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
人士，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
义旗帜，坚持团结和民主两
大主题，紧紧围绕“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认真履行职能，推
进工作创新，加强自身建设，
人民政协事业实现新发展、
开创新局面。

俞正声指出，2016 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
改革的攻坚之年。人民政协
工作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中
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的重大战略部署，按照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要求，把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
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
主轴，把围绕“十三五”规划实
施建言献策作为工作主线，突
出问题导向，强化短板意识，
着力增强协商议政实效，着力
强化民主监督职能，着力做好
团结联谊工作，着力提高调查
研究水平，为实现“十三五”发
展良好开局作出积极贡献。

俞正声强调，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发
表的重要讲话和《中国共产党
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
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
发，深刻分析并科学回答巩固
和发展统一战线一系列重大
问题，是指导统一战线事业发
展的纲领性文件。人民政协
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坚持团结和民主
两大主题，切实履行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
认真做好协调关系、理顺情

绪、增进共识、加强团结的工
作，努力汇聚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受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全国政
协副主席陈晓光向大会报告
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以来的
提案工作情况。政协十二届
三次会议以来，政协委员、政
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
会，认真贯彻中共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制
定“十三五”规划，通过提案积
极履行职能，提交提案 6012
件。经审查，立案 5027件。截
至 2016年 2月 20日，99.5％的
提案已经办复。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
志还有：马凯、王沪宁、刘延
东、刘奇葆、许其亮、孙春兰、
孙政才、李建国、李源潮、汪
洋、张春贤、范长龙、孟建柱、
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郭金
龙、韩正、赵洪祝、杨晶、王胜
俊、陈昌智、严隽琪、王晨、沈
跃跃、吉炳轩、张平、向巴平
措、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
湘、张宝文、陈竺、常万全、杨
洁篪、郭声琨、王勇、周强、曹
建明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
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应邀列
席开幕会。各国驻华使节应
邀旁听开幕会。

杨廷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