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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
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
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充
分肯定探月工程特别是嫦娥五号任务取
得的成就。他强调，要弘扬探月精神，发
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勇攀科技高峰，服
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
际探测新征程，不断推进中国航天事业
创新发展，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活动。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气氛喜庆热烈。
上午10时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
志步入会场，向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挥手
致意，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习近
平同孙家栋、栾恩杰等亲切交流，并同大
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
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
览，听取有关月球样品、工程建设、技术
转化、科学成果、国际合作和后续发展等
方面的介绍。习近平不时驻足察看，详
细询问有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嫦娥五号任务的圆满成
功，标志着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

划圆满收官，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
坚克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是航天强国
建设征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对我国航天事
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7年来，参
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大力弘
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
赢的探月精神，不断攀登新的科技高峰，
可喜可贺、令人欣慰。探索浩瀚宇宙是人
类的共同梦想，要推动实施好探月工程四
期，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
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自主
创新工作力度，统筹谋划，再接再厉，推动
中国航天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
创新发展，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增进人
类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丁薛祥、刘鹤、张又侠、陈希、黄坤
明、王勇、肖捷出席上述活动。

探月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络员，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自治区、直
辖市任务保障部门代表等参加会见。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我国经
济科技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工程自立项以来圆满完成六次探测任
务。嫦娥五号任务作为我国复杂度最
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于
2020年 12月 17日首次实现我国地外天
体采样返回，为未来我国开展月球和行
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2月22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
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这是习近平等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
代表。 新华社记者 王晔摄

2月22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
工程成果展览。这是习近平等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
览。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习近平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强调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活动

本报22日讯（记者曹忠义 王传来
闫紫谦 薛立伟）22日下午，在圆满完成
各项会议议程后，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胜利闭幕。

张庆伟主持会议。

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本
次大会执行主席张庆伟、胡亚枫、宋希
斌、李显刚、孙珅、谷振春、范宏、宋宏伟、
张恩亮、马里、曲敏、李大义在主席台前
排就座。

省领导胡昌升、黄建盛、陈海波、张
安顺、李海涛、傅永国、王永康、张雨浦、
王兆力、贾玉梅、张巍、陈安丽、聂云凌、
孙东生、沈莹、徐建国、李毅、郝会龙、赵
雨森、宫晶堃、张显友、马立群、刘睦终、

庞达、迟子建、韩立华，省法院院长石时
态，省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以及其他副
省级领导在主席台就座。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现有代表
572名，出席第三次全体会议的代表 510

名，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选举和表
决办法，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随后，
进行大会选举。

根据计票结果，胡昌升当选为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省长，张巍当选为黑龙江
省监察委员会主任，宋宏伟当选为黑龙
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秘书长，于志伟等 12人当选为黑龙江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部分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名单。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
报告的决议、关于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关于黑龙江省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
决议、关于黑龙江省 2020年预算执行情
况和 2021年预算的决议、关于黑龙江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
议、关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的决议、关于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的决议。

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新当选的

15名同志向宪法宣誓。胡昌升领誓。
张庆伟在闭幕会上作了讲话。他指

出，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经过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
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全体
代表肩负全省人民重托，认真履职尽责，
广泛凝聚共识，积极建言献策，展现了饱
满的政治热情，体现了强烈的责任担当，
开出了一次团结民主、求真务实、催人奋
进、风清气正的大会，必将激励和鼓舞全
省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以更
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
实的作风，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龙江建设
伟大实践。

张庆伟指出，2020年是极不寻常、极
不平凡的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齐心协
力战疫情、促发展、抓改革、保民生、稳大
局，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三大
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十三五”规划圆
满收官。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成
之惟艰。实践再次证明，有习近平总书
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
掌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
保障，有全省人民的众志成城、拼搏奋
斗，我们就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
风险挑战，把龙江的事情办得更好。

（下转第三版）

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胜利闭幕
张庆伟主持并讲话 胡昌升当选为省长 黄建盛出席

表决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等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伟在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上发
表讲话。 徐旭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闭幕会现场。
徐旭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1年 2月 22日
选举胡昌升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省
长。

现予公告。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

2021年2月22日

黑龙江省
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公告

第13号

男，汉族，1963年 12月生，江西高
安人，1986年 7 月参加工作，1986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山东大学中国古代
史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历史学博士，
副教授。

1982.09——1986.07 成都地质学
院资源与经济系地质矿产调查专业学
习

1986.07——1991.01 成都地质学
院地质矿产勘察系教师，团总支副书
记、书记

1991.01——1993.03 成都地质学
院地质矿产勘察系学生党支部书记

1993.03——1994.01 成都地质学

院地质矿产勘察系党总支副书记
1994.01——1997.02 成都地质学

院资源与经济系党总支副书记
1997.02——2002.11 成都地质学

院资源与经济系党总支书记
（1995.09——1998.07 四 川 联 合

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
生课程班学习；1998.12——2002.11
挂职任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副区
长）

2002.11——2003.01 四川省荥经
县委书记

2003.01——2004.02 四川省荥经
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0.09——2003.12 山东大学中
国古代史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历史
学博士学位）

2004.02——2005.10 四川省雅安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05.10——2006.01 四 川 省 雅
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汉源县委
书记

2006.01——2006.10 四川省雅安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汉源县委书记、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6.10——2006.11 四川省遂宁
市委副书记

2006.11——2007.02 四川省遂宁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07.02——2012.02 四川省遂宁

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2.02——2012.04 四川省甘孜

州委副书记（正厅级）
2012.04——2015.06 四川省甘孜

州委书记
2015.06——2017.07 青海省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
2017.07——2019.02 福建省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
2019.02——2020.09 福建省委常

委、厦门市委书记
2020.09——2021.01 福建省委副

书记、厦门市委书记
2021.01——2021.02 黑龙江省委

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
2021.02—— 黑龙江省委

副书记、代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
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胡昌升同志简历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
总统扎帕罗夫通电话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
详见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