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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2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2日在
四川成都市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
谈会，听取脱贫攻坚进展情况汇报，集中研
究打好今后 3 年脱贫攻坚战之策。习近平向
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广大干部和贫困地
区各族群众致以新春祝福。

习近平强调，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党的十
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对如期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我们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清醒认识把握打
赢脱贫攻坚战面临任务的艰巨性，清醒认识
把握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
的紧迫性，不放松、不停顿、不懈怠，提高
脱贫质量，聚焦深贫地区，扎扎实实把脱贫
攻坚战推向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
洋出席座谈会。

习近平是在四川考察期间召开这次座谈
会的。座谈会上，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广
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贵州省委书
记孙志刚、云南省委书记陈豪、西藏自治区
党委书记吴英杰、甘肃省委书记林铎、青海
省委书记王国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石泰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
参加并提供书面发言；西藏昌都市委书记阿
布，新疆喀什地委书记李宁平，云南昭通市
镇雄县委书记翟玉龙，青海黄南州河南县委
书记韩华，广西崇左市龙州县金龙镇党委书
记黎峰，贵州黔南州福泉市仙桥乡党委书记
杨时江，四川广元市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党
支部书记李君，甘肃天水市清水县土门镇梁
山村党支部书记冯小明，公安部办公厅秘书

处主任科员、贵州黔西南州兴仁县新龙场镇
民裕村第一书记程显臣，福建福州市闽侯县
副县长、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委常委、副县长
樊学双发言。他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介绍脱
贫攻坚情况，交流工作体会，提出打好脱贫
攻坚战的意见和建议。习近平不时同他们讨
论有关问题。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
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出发，把扶贫开发工
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重点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
面打响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
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
性进展。

习近平强调，我们加强党对脱贫攻坚工
作的全面领导，建立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的
责任体系，精准识别、精准脱贫的工作体
系，上下联动、统一协调的政策体系，保障
资金、强化人力的投入体系，因地制宜、因
村因户因人施策的帮扶体系，广泛参与、合
力攻坚的社会动员体系，多渠道全方位的监
督体系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体系，形成了中
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为脱贫攻坚提供
了有力制度保障，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

习近平指出，在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
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一是坚持党的领
导、强化组织保证，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
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为脱贫
攻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二是坚持精准方
略、提高脱贫实效，解决好扶持谁、谁来

扶、怎么扶、如何退问题，扶贫扶到点上扶
到根上。三是坚持加大投入、强化资金支
持，发挥政府投入主体和主导作用，吸引社
会资金广泛参与脱贫攻坚。四是坚持社会动
员、凝聚各方力量，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
方面力量作用，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脱贫攻
坚格局。五是坚持从严要求、促进真抓实
干，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工作
全过程和各环节，确保帮扶工作扎实、脱贫
结果真实，使脱贫攻坚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
史检验。六是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
力，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用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支撑脱贫攻
坚。这些经验弥足珍贵，要长期坚持并不断
完善和发展。

习近平强调，脱贫攻坚面临的困难挑战
依然巨大，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依然不少。
今后 3 年要实现脱贫 3000 多万人，压力不
小，难度不小，而且越往后遇到的越是难啃
的硬骨头。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弄虚作假、急躁和厌战情绪以及消
极腐败现象仍然存在，有的还很严重。行百
里者半九十。必须再接再厉，发扬连续作战
作风，做好应对和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准备。

习近平指出，全面打好脱贫攻坚战，要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
首位，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扎实推进各项工
作。为此，他提出8条要求。

第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政干部特
别是一把手必须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亲力亲
为抓脱贫攻坚。贫困县党委和政府对脱贫攻
坚负主体责任，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要把
主要精力用在脱贫攻坚上。中央有关部门要

研究制定脱贫攻坚战行动计划，明确 3 年攻
坚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为打好脱贫攻坚战
提供导向。

第二，坚持目标标准。确保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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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
障”，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指标接
近全国平均水平。既不能降低标准、影响质
量，也不要调高标准、吊高胃口。

第三，强化体制机制。落实好中央统
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中
央统筹，就是要做好顶层设计，在政策、资
金等方面为地方创造条件，加强脱贫效果监
管。省负总责，就是要做到承上启下，把党
中央大政方针转化为实施方案，促进工作落
地。市县抓落实，就是要从当地实际出发，推动
脱贫攻坚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要改进考核
评估机制，根据脱贫攻坚进展情况不断完善。

第四，牢牢把握精准。建档立卡要继续
完善，精准施策要深入推进，扎实做好产业扶
贫、易地扶贫搬迁、就业扶贫、危房改造、教育
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等重点工作。

第五，完善资金管理。强化监管，做到
阳光扶贫、廉洁扶贫。要增加投入，确保扶
贫投入同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相适应。要加强
资金整合，防止资金闲置和损失浪费。要健
全公告公示制度，省、市、县扶贫资金分配
结果一律公开，乡、村两级扶贫项目安排和
资金使用情况一律公告公示，接受群众和社
会监督。对脱贫领域腐败问题，发现一起严
肃查处问责一起，绝不姑息迁就。

第六，加强作风建设。党中央已经明

确，将2018年作为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要
坚持问题导向，集中力量解决脱贫领域“四
个意识”不强、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措施
不精准、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工作作风不
扎实、考核评估不严格等突出问题。要加强
制度建设，扎紧制度笼子。

第七，组织干部轮训。打好脱贫攻坚
战，关键在人，在人的观念、能力、干劲。
要突出抓好各级扶贫干部学习培训。对县级
以上领导干部，重点是提高思想认识，引导
树立正确政绩观，掌握精准脱贫方法论，培
养研究攻坚问题、解决攻坚难题能力。对基
层干部，重点是提高实际能力，培育懂扶
贫、会帮扶、作风硬的扶贫干部队伍。要吸
引各类人才参与脱贫攻坚和农村发展。要关
心爱护基层一线扶贫干部，激励他们为打好
脱贫攻坚战努力工作。

第八，注重激发内生动力。贫困群众既
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
要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
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和引导他们靠自
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改进帮扶方式，提倡多
劳多得，营造勤劳致富、光荣脱贫氛围。

习近平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华民
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在我们
这一代人的手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这是我
们人生之大幸。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来完
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
意义的伟业。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
力、顽强奋斗，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打好打赢。

丁薛祥、刘鹤参加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区负责同志及分管
扶贫工作同志、有关市州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习近平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强调

扎扎实实把脱贫攻坚战推向前进
汪洋出席

2月11日上午，习近平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节列俄阿木家中同村民代表、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围坐
火塘边，共谋精准脱贫之策。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透过飞机舷窗，绵延起伏的大凉山尽收
眼底。祖国西南这片热土，曾闪耀长征的精
神火把，曾实现“一步跨千年”的社会变
迁。如今，在新时代脱贫攻坚战中，正经历
着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革。

山高路远，千里迢迢。这一次，习近平
总书记特意把凉山之行安排在党的十九大之
后、春节前夕，既作为考察脱贫攻坚的第一
站，又作为春节慰问的重要活动。从西昌出
发前往大凉山腹地，乘车往返 4 个多小时，
走到最贫困的地方。总书记用脚步践行走遍
全国所有深度贫困地区的承诺。

风雨兼程，人民至上。考察期间，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
为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坚中之坚的硬仗把
脉定向，强调提高脱贫质量，聚焦深贫地
区，扎扎实实把脱贫攻坚战推向前进。

“我一直牵挂着彝族群众”

2 月 11 日清晨，习近平总书记乘坐的车
辆沿着 307 省道向大凉山驶去。70 多公里的
盘山公路，坡陡弯急，车行近2个小时。

一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四川省负责同志详
细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的情况。

翻过一座海拔3200米的山峰，汽车驶离
省道，沿着蜿蜒崎岖的山间小路，开进大山
深处，驶向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这段几
公里的山路，习近平总书记乘坐的车辆颠簸
摇晃了20多分钟。

习近平总书记步行走进村子，沿着一段
上坡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一户人家。

习近平总书记弯腰，经过低矮的院门。
院门，就是在土墙上开的一个门洞，一

根木头担在两个立柱上作为过梁，门扇由几
块木板拼接而成。

主人吉好也求和妻子马海子呷都不到 40
岁。他们带着 4 个孩子，笑逐颜开地迎了上
来。孩子们雀跃着，齐声向习爷爷问好。

习近平总书记抚摸着孩子们可爱的小脸
蛋，问他们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孩子们用
普通话一一作答。

习近平总书记察看了院子里的鸡笼、猪
舍。仔细阅看挂在门口的贫困户帮扶联系
卡，了解一家人的基本情况、致贫原因、发
展需求和帮扶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地掀开床褥、摸摸被
子，看看够不够厚实。抬头看见挂在房梁上
的腊肉，询问家里的吃穿怎么样。

吉好也求给总书记算起了自家的收入
账：这几年，享受精准扶贫政策，他用村里
无息的产业周转金，购买了 2 头品种优良的
西门塔尔牛、1 头能繁母猪，还种植了马铃
薯和花椒，加上自己到西藏昌都做架线工，
去年全家人均收入4300多元。

“今年，村子要易地搬迁，自己出 1 万元，
就能住上100平方米的新房。我们很快就可以
脱贫了。”吉好也求的话里充满了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对吉好也求一家人说，我
一直牵挂着彝族群众，看着你们生活一天一
天好起来，很高兴，希望孩子们都能过上幸
福生活。

“让人民群众脱贫致富是
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一路走一路看，向当地干
部群众问需问计。

围坐在村民节列俄阿木家的火塘边，
习近平总书记同这家人，还有村民代表、驻
村扶贫工作队员用拉家常的方式，召开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小型座谈会。

女主人节列俄阿木的丈夫几年前因车祸不
幸去世。她自己长期在外，一双儿女由奶奶照顾。

见到习近平总书记，老奶奶热泪纵横，
激动地说：“今天见到您，我就像做梦一样。
以前家里很困难，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日子
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感谢总书记，感谢党
的政策。我现在没有什么牵挂了。”

习近平总书记拍拍老人的手，安慰她
说：“你很了不起。家里遇到不幸，挑起生活
的担子，把孙子孙女抚养成人。你要相信，
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说，我们搞社会主
义就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
个人都不能少。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为

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为己任。让人民群
众脱贫致富是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最深的牵挂，最大的担当。
火塘边的暖心话，谋划出了脱贫的路子。

习近平总书记为当地脱贫攻坚工作开出了良方。
——继续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让住

在大山深处的彝族同胞搬进安全舒适的新
居，解决他们交通出行的难题；

——发展适合当地生态条件的种植养殖
业。随着基础条件改善，乡村旅游也可以发
展起来；

——加强对村民的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
培训，让大家掌握一技之长，能够通过发展
生产和外出务工稳定增加收入；

——最重要的，教育必须跟上，决不能
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

特别要建强基层党支部。村第一书记和驻村
工作队要真抓实干，不图虚名，不搞形式，
扎扎实实把脱贫攻坚战推向前进。

“共产党给老百姓的承诺，一定要兑现！”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语重心长。

“无论这场攻坚战有多难
打都必须打赢”

沿着石板路深入三河村，经过一处比较平整
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停下脚步，远眺村子全貌。

“三河村有355户人家，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 151 户，789 人。”从县发改局下派的村
第一书记张凌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村民居
住得很分散，一个山梁上只有几户人家。

习近平总书记问：“易地扶贫搬迁搬到哪
里去？”

张凌回答：“新村都要靠近公路沿线。解
决安全住房和交通出行问题，是凉山脱贫攻
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认真察看了《三河村易地移
民扶贫搬迁安置点分布图》，对规划给予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艰巨繁重的任务在贫困地区，特别是在深
度贫困地区，无论这块硬骨头有多硬都必须
啃下，无论这场攻坚战有多难打都必须打赢。

时至中午，习近平总书记告别三河村的
乡亲们，驱车近半个小时来到火普村。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村民吉地尔子家。年
近花甲的吉地尔子和妻子吉色车作兴奋地邀
请总书记参观他们的新居。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干净整洁的厨房，高
兴地看到主人已经用上了电磁炉、电饭煲、
电水壶。他掀开灶台上的锅盖，热气腾腾的
土豆、荞饼、腊肉香味扑鼻。习近平总书记
说：“不错，挺丰盛。”

“这是卫生间，用上水厕了。”“这是客
厅，这是卧室，这是储藏间……”习近平总
书记挨屋察看。客厅里，烧柴的采暖炉取代
了满屋冒烟的火塘。习近平总书记边看边感

慨：“一改造大不一样了。”
储藏室里存放着一些圆根萝卜，当地村

民种植的这种萝卜口感很好。习近平总书记
说，这是好东西，要想办法卖出去。看到院
子里停放着一辆崭新的机动三轮车，习近平
总书记对吉地尔子说：“买了车子，路也修好
了，就可以把你们这里特有的优质农产品运
到外面去卖，持续增加收入。”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脱贫致富支招，更加
坚定了吉地尔子一家为幸福生活奋斗的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到彝寨的消息很快传遍整
个村庄。男女老幼身着民族盛装，排起长长
的队伍，纷纷向总书记问好，向总书记拜
年。村党支部书记代表村民献上彝族传统服
饰查尔瓦。习近平总书记身披查尔瓦，同乡
亲们握手话别。

“谱写人类反贫困历史新
篇章”

1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主持召
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同身处脱贫
攻坚主战场的省、市、县、乡、村五级党组
织书记，一起研究深化精准脱贫之策。这是
党的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主持
召开的脱贫攻坚专题座谈会。

10位发言者，全部来自基层。他们结合
本地实际，畅谈脱贫攻坚工作的心得体会，
提出打好脱贫攻坚战的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不
时询问具体情况。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的伟大实
践，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取得了决定性进
展，创造了我国减贫史上最好成绩，谱写了
人类反贫困历史新篇章”的评价。

针对脱贫攻坚中存在的问题，习近平总
书记语气严厉地强调：“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急躁和厌战
情绪以及消极腐败现象仍然存在，有的还很
严重。”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认真查找
和解决这些突出问题。

接续前行，不停顿、不懈怠。
擘画今后的路线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聚焦深度贫困地
区，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坚持目
标标准、强化体制机制、牢牢把握精准、完善资
金管理、加强作风建设、组织干部轮训、注重激
发内生动力8条要求清晰明确。

这是深厚的人民情怀，这是决战决胜的
豪迈宣言——

“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
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
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这是我们人生之大
幸。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
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
业。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顽强
奋斗，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打好打赢。”

（本报成都2月14日电）

“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打好打赢”
——记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四川凉山地区群众并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新华社记者 霍小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