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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代表团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信心尽锐出战真抓实干
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陈全国讲话 艾力更·依明巴海雪克来提·扎克尔肖开提·依明孙金龙出席
8 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新疆代表团举行全体会
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新疆代表团团长、全国
人大代表、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
国主持会议并讲话。
全国 人 大 代 表 、 全 国 人 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艾力更·依明
巴海和全国人大代表雪克来
提·扎克尔、肖开提·依明、
孙金龙等出席会议。
陈全国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局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摆在
治国理政重要位置、作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
一，推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
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甘肃
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再
次就脱贫攻坚提出明确要求，
为我们凝心聚力、坚定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强大动力。要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
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坚
定信心、咬定目标、真抓实
干、落实责任、转变作风，坚
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一要一鼓作气，坚定信心不
动摇。坚定必胜的信心和一鼓作

气的决心，尽锐出战、迎难而上，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以昂扬的斗
志、饱满的热情、旺盛的干劲确保
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
二要实事求是，咬定目标不
放松。紧扣“两不愁三保障”，既
不脱离实际、拔高标准、吊高胃
口，也不虚假脱贫、降低标准、影
响成色；既不抢跑，也不故意拖
延，确保 2020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
困，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
域性整体贫困问题。
三要强化举措，一抓到底不
懈怠。坚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
首位，落实“六个精准”、推进“七
个一批”、推动“三个加大力度”、

实现“九清”，进一步完善工作措
施、办法，确保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各项部署落实落细、
见到实效。
四要动真碰硬，整治问题不
手软。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
实干的优良作风，深入整治脱贫
攻坚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现象，坚决不搞“虚假式”
脱贫、
“算账式”脱贫、
“指标式”脱
贫、
“游走式”脱贫，坚决不搞急功
近利、虚假政绩，切实提高脱贫质
量，
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五要提高站位，落实责任不
松劲。坚持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
为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体
现，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各级

党委和政府共同抓、各级各部门
协力抓，对贫困县摘帽不摘责
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
扶、摘帽不摘监管。
六要正风 肃 纪 ， 转 变 作 风
不止步。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持续深
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抓好党建促脱贫，做
到“十要十严禁”，以优良作风
确保扶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
实、脱贫结果真实。
全国人大代表乃依木·亚森、
史大刚、李伟、罗东川、彭家瑞、哈
尼巴提·沙布开、阿不都热克甫·
吐木尼牙孜等出席会议。
（据《新疆日报》
）

新疆代表团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陈全国讲话 艾力更·依明巴海雪克来提·扎克尔肖开提·依明孙金龙出席
9 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新疆代表团举行全体会
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新疆代表团团长、全国
人大代表、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
国主持会议并讲话。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艾力更·依明巴海
和全国人大代表雪克来提·扎克
尔、肖开提·依明、孙金龙等出
席会议。
陈全国指出，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农业农
村农民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做好新时代“三农”
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把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
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中统筹谋划和推进，让农业成为
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
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
业的美丽家园。
一要确保粮食安全，调整优
化结构。抓住粮食这个核心竞争
力，以提升农产品有效供给质量
为主攻方向，推动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确保粮食绝对安全。落
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牢牢
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二要坚持质量兴农，加快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推
进农业产业化为重点，延伸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
大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打造一批区域特色品牌，努力形
成一批规模较大、设施完善、特
色明显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实现
企业盈利、产业发展、农民增
收。
三要推动绿色发展，严守生
态底线。坚持以绿色发展为引
领，推动生产、生活、生态协调
发展，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三
年整治行动，加强农业生态环境
保护和农村污染防治，保证让老
百姓吃上安全放心的农产品，倡
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让土地长出金元

宝、生态变成摇钱树、乡村成为
聚宝盆。
四要做到多措并举，补齐农
村基础设施这个短板。坚持把基
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编
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
引导和鼓励各类社会资本投入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建立全域
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
础设施服务网络。
五要深化农村改革，激活乡
村振兴内生活力。推动人才、土
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
动和平等交换，完善农村承包地
“三权分置”办法，支持小农户
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稳步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六要盯紧目标任务，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提高认识、扛起

责任、坚定信心，紧扣“两不愁
三保障”，落实“六个精准”、推
进“七个一批”、推动“三个加
大力度”、实现“九清”，按时按
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七要建强基层组织，夯实乡
村治理这个根基。强化农村基层
党组织领导作用，完善保障制度
和关爱服务体系，引导各族群众
树立科学文明的生活观念和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把扫黑除恶同
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
来，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全国人大代表乃依木·亚森、
史大刚、李伟、罗东川、彭家瑞、哈
尼巴提·沙布开、阿不都热克甫·
吐木尼牙孜等出席会议。
（据 《新疆日报》

转换，提升高端制造等产业核心
竞争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
民增收。打好三大攻坚战，扎实
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稳定脱
贫，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加强生态保护和基础设施建
设。做深抓实民生改善工作，使
群众在发展中更多受益。
王沪宁在湖南代表团参加审
议。在听取胡伟林、龚曙光、廖仁
旺等代表发言后，王沪宁表示，湖
南各方面工作取得新进步，希望
湖南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要在新起点上继续全面
深化改革，以钉钉子精神抓好重
点改革任务落实，推动高质量发
展迈出更大步伐。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更好满足人
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要做好
退役军人工作，满腔热忱为他们
服务。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
建设。
韩正在北京代表团参加审
议。在认真听取蔡奇、陈吉宁、冯
乐平等代表发言后，韩正表示，今
年我国发展有许多有利条件，也
面临更多风险挑战，要把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

确保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任务。韩正对北京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希望北京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进
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取
得新发展。要深入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上更好发挥作用，继续高质量推
进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要
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坚持以人
为核心，强化社会化参与，完善法
治化保障，运用智能化手段，统一
标准化依据，寓精细管理于精准
服务之中，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和满意度。
胡春华、黄坤明、蔡奇等分别
参加审议。
（据新华社）

（上接 A02 版）
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
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激活
乡村振兴内生活力，巩固和完善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农村承
包地“三权分置”办法，发展多
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突出
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支持小农户
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建立
健全集体资产各项管理制度，完
善农村集体产权权能，发展壮大
新型集体经济，赋予双层经营体
制新的内涵。习近平强调，打赢
脱贫攻坚战，是今明两年必须完
成的硬任务。要再接再厉，咬定
目标，精准施策，精准发力，按
时按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要把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
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中统筹谋划和推进。
李克强在湖北代表团参加审
议。蒋超良、王晓东、阎志等代
表先后发言。李克强对去年湖北
取得经济社会发展新成绩给予充
分肯定，希望湖北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勇于担当、勇迎挑战，保
持经济平稳运行，推动高质量发
展。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为各类所有制企业营造公平、便
捷营商环境，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破解民营、小微企业发展
难题，实施好减税降费改革，更
大激发市场活力。加快新旧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