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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
月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2018年全
国两会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汇报，推进提升政府施
政水平；要求狠抓今年脱贫攻坚任务落实，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部署加强癌症早诊
早治和用药保障的措施，决定对罕见病药品给予
增值税优惠；决定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
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防风险能力。

会议指出，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
员提案，是政府依法履职、接受人民监督的重要
内容。去年国务院部门牵头办理建议 6319 件、提
案3863件，分别占总数的88.5%和87%，推动出台
相关政策措施 1400 多项，促进了改革发展和民生
改善。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要继续高度重视
建议提案办理，创新方式，提高办理质量，认真
研究吸纳意见建议，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更好为
人民办实事。

会议听取了脱贫攻坚进展汇报，指出，各地
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扎实推进

脱贫攻坚，去年 1386 万人实现脱贫。今年要加大
力度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攻坚，新增中央财政扶贫
资金主要用于这些地区，“十三五”规划实施优先
安排贫困地区补短板项目，加强扶贫协作和定点
扶贫，坚持现行标准，提高扶贫质量，解决贫困
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存在的问题。攻坚期内摘
帽县和脱贫人口继续享受扶贫政策，对返贫和新
出现贫困人口及时建档立卡予以帮扶，确保今年
再减贫1000万人以上。

会议指出，加强癌症、罕见病等重大疾病防
治，事关亿万群众福祉。一要加快完善癌症诊疗
体系。坚持预防为主，推进癌症筛查和早诊早
治，努力降低死亡率。强化科技攻关，支持肿瘤
诊疗新技术临床研究和应用。发展“互联网+医
疗”，提高基层医疗机构诊疗能力。二要加快境内
外抗癌新药注册审批，满足患者急需。组织专家
遴选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完善进口政策，促进境
外新药在境内同步上市。畅通临床急需抗癌药的
临时进口渠道。落实抗癌药降价和癌症患者医疗

救助等措施，修订管理办法，加快医保药品目录
调整频率，把更多救命救急的抗癌药等药品纳入
医保，缓解用药难用药贵。三要保障 2000 多万罕
见病患者用药。从3月1日起，对首批21个罕见病
药品和 4 个原料药，参照抗癌药对进口环节减按
3%征收增值税，国内环节可选择按3%简易办法计
征增值税。

会议决定，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
金，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坚持不搞

“大水漫灌”的同时，促进加强对民营、小微企
业等的金融支持。一是对商业银行，提高永续债
发行审批效率，降低优先股、可转债等准入门
槛，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同时发行多种资本补充
工具。二是引入基金、年金等长期投资者参与银
行增资扩股，支持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投资银行
资本补充债券，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债券市场
交易。会议强调，资本金得到补充的商业银行要
完善内部机制，提高对民营、小微企业贷款支持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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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店开出黄梅花

春节前夕，在安徽省安庆市潜山
市的一栋高层住宅里，黄勇坐在轮椅
上手持鼠标，回答网店上客户的疑
问。阳光透过宽大的窗户投射进来，
整个屋里亮堂堂、暖融融。

黄勇 1980 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居
民家庭，5 岁时被确诊患有血友病，
后来肌肉萎缩，以致无法行走，几度
在死亡线上挣扎。为了给他治病，家
里背上了20多万元的债务。

2007年8月，黄勇听说开网店最
适合残疾人创业，他让妹妹买来一台
电脑，从开关机，五笔输入、复制粘
贴到网页制作，一项项地学。一个月
后，他注册了淘宝会员。

2008 年 5 月 17 日，店铺创建成
功，他给自己的店铺起了个诗意的名
字“黄梅花开”。可是，接下来一个
月却无人问津。他四处向网友请教，
学习使用 PS 软件处理图片技术，学
习与客户的沟通技巧。最后，他选定
销售水星家纺旗下的一个品牌。

黄勇说，经过一个月的打理，他
终于卖出一对枕芯。这是第一单生
意，虽然只赚了几元钱，却让他兴奋
不已。从此，他每天早晨7点准时起
床，晚上 12 点多才关机睡觉。他总
是守在电脑前，第一时间回应顾客的
需求。新产品不熟悉，他反复阅读说
明书，将几百种产品的特点烂熟于
心；顾客有疑问，他耐心解答；顾客
不满意，他包退包换。

热忱的服务，让他赢得了大量回
头客。他的网店销售额由 2008 年的

20 万元，迅速增长到 2018 年的 400
余万元，信誉由一钻蹿升至双皇冠。

经过几年的努力，黄勇还清了家
中所有的债务，后来又买了现在的楼
房。2011 年，一位善良美丽的姑娘
得知他的事迹后，深受感动，与他喜
结连理。

从此，他的工作劲头更足了。他
在血友病人 qq 群中结识了蚌埠市怀
远县河溜镇的圣氏兄弟，他将自己开
网店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介绍给他们。
在他们经营不善时，黄勇无私地将自
己经营的水星家纺品牌推荐给他们
做。2016 年，圣氏兄弟的网店有了
较大起色，兄弟俩还购置了一部新能
源汽车。这一年，黄勇被授予“首届
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安徽省仅他
一人获此殊荣。

当地残联负责人介绍，他们与安
徽凤英传媒文化公司合作，以黄勇的
事迹为原型，排演了黄梅戏《守望》，自
2018 年 5 月以来，已演出 48 场，黄勇
的拼搏精神感动了大量观众。

自强农场显身手

在潜山市梅城镇潘铺自强农场，
“强哥”拄着单拐在一拐一拐地穿行，
他在检查农场里的鸡棚、桃树、梨树。

“强哥”名叫马国强，从小患有
小儿麻痹症，靠一根拐杖支撑才能走
路。2014 年下半年，在县残联和开
发区帮扶队的帮助下，他东拼西凑投
资7万元经营了一家饭店。在他的苦
心经营下，饭店生意日益红火，生活
状况也得到了很大改观。

2015 年初，出于对园艺的兴趣
爱好，“强哥”承包了一片84亩的果
园，成立了潘铺自强家庭农场。果园
面积较大，“强哥”学会了骑三轮
车，每天往返于家和果园之间，靠一
股不服输的倔强，将昔日萧条的果园
打理的井井有条。

“刚开始，果树挂果率低，基本
都是亏本经营，后来在果园里放养土
鸡等家禽，从一个单纯的果园发展成

为集种植、养殖、垂钓、休闲为一体
的农家乐基地，状况逐渐改善。”

“强哥”说。
他的农场还带动了周边20余名残

疾人就业。2016年，他家顺利实现了脱
贫，熟悉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强哥”。

谈起今天的生活，“强哥”充满
自豪。他说，现在的生活还不错，女
儿已经上大学四年级了。将来要继续
努力，争取把农场做大做强，带动更
多的人致富。

飞出不同的轨迹

“在党和政府的帮扶下，2018 年
我开网店收入突破10万元，已向村里
递交脱贫申请。”前不久，潜山市源潭
镇斗塘村残疾贫困户黄曹苗这样说。

一花引来众花开。2018 年，潜
山市主动申请脱贫的残疾贫困人口有
3000余人，创5年来最高。

余井镇进士村贫困户储芳是一位
身高只有80厘米的“袖珍姑娘”，在
当地政府“牵线”下，她在家里组装
村里的来料加工点送来的手机挂件，
实现了“轮椅上就业”，生活得到很
大改善。前不久，储芳也主动向村里
递交退出贫困户申请。

一位轮椅诗人说，她们身在轮
椅，但心在飞翔，要飞出与众不同的
人生轨迹。

据了解，潜山市有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8.9万多人，其中因残致贫1.6万
多人。经过数年脱贫攻坚，潜山市的
贫困发生率将降至 2%以下。目前，
该市已正式申请退出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序列。

一 花 引 来 众 花 开
本报记者 陈劲松 文/图

图
为
黄
勇
在
电
脑
上
与
客
户
交
流
。

本报北京2月11日电（记者李
贞） 对中国人来说，春节是一年中
最重要的节日。随着时代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春节活动可以通过一部
手机来完成。无论是发拜年红包，还
是上网买年货，或者是下订单旅行、
看电影，各种手机 APP里的数据，记
录着中国人春节消费的新变化。

“手机上一点就能抢红包，又方
便又有趣。”年逾六旬的吴女士，今
年在女儿的帮助下，学会了使用手
机支付。春节期间，她也和家人一
起，开始在手机上抢红包、发红
包，乐此不疲，“给外孙的压岁钱也
是手机发的红包。”

短短几年间，手机红包已然成
为了中国百姓的“新年俗”之一。
微信发布的2019年春节数据报告显
示，从除夕到初五，共计 8.23 亿人
收发微信红包，同比增长 7.12％。
其中，“90 后”用户收发微信红包
次数最多。北京、广州、重庆则成
为红包收发总量排名前三的城市。

支付宝推出的集“五福”、抢
红包活动也同样很受欢迎。根据阿
里巴巴发布的 2019 春节经济报告，

1月25日至除夕的 11 天里，全国超
过 4.5 亿人参与了集五福活动，同
比增长 40%，相当于每 3 个中国人
里 就 有 一 位 在 集 福 、 送 福 。“95
后”用户集福送福的人数超过 1.2
亿。“作为中国人重要的传统节日，
春节是不可替代的。”文化学者张颐
武认为，像“集五福”这样“新年
俗”的出现，与人们的消费习惯、
生活形态发展、生活方式的变化息
息相关。

春节期间，旅行过年成为风
尚。飞猪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
境外游的人次增长 28%，全球各地
海岛游增长超 90%。长途游过年的
人越来越多，英国、俄罗斯、欧洲
各国今年春节出行同比增长最快。
广州、上海、杭州、北京、成都成
为春节期间国内游热门目的地。

在电商平台，来自中小城市的
年货消费增速已迎头赶上北京、上
海等一线城市。菜鸟数据显示，今
年中西部地区春节进口商品的消费
者较去年增长明显。其中增长最快
的城市包括新疆塔城、甘肃武威、
宁夏中卫、云南丽江等地。

手机数据看春节手机数据看春节

2月 11日，世界自然遗产地湖南省张家界武陵源天子山景区赏雪
游客络绎不绝，当天同现的雾凇、冰挂、云海奇观更是让各地游客流
连忘返。春节假期，武陵源绝版峰林、多彩民俗、南国雪景等自然人
文旅游产品备受游客青睐。 邓道理摄

雾凇云海同现武陵源雾凇云海同现武陵源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国与国交往也要“家和万事兴”

2月 11至 20日，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文化体育旅游局组织“新春
唱大戏 唱响幸福年”——2019年谯城区文化惠民戏曲精品剧目展演活
动，让戏迷们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传统大戏。

图为观众在观看梆剧《秦香莲后传》。 戴 明摄

传统戏曲受欢迎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记
者伍岳） 就春节期间世界多国领导
人致贺中国农历新年，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11日表示，这反映出中国
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以及各国与中国
进一步加强友好交流合作的积极意
愿，中方愿继续与世界各国一道，
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繁
荣、和平的世界而加油努力。

今年春节，俄罗斯总理梅德韦
杰夫专门去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做
客。美国总统特朗普、菲律宾总统
杜特尔特、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澳大利亚总理莫
里森、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等多国领
导人都以各种方式向中国人民致以
新春祝福。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说，对中国人来说，春节是最重
要、最盛大、最喜庆的传统佳节，
是万家团圆的日子，蕴含着中国人
对家庭的重视，对和谐美好生活的
向往。梅德韦杰夫总理春节期间专

门到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做客并向中
国人民表达节日祝贺，这生动体现
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
水平和特殊性以及中俄两国和两国
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也为今年两
国庆祝建交 70 周年开了个好头。

“我们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
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必将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

华春莹说，很多外国领导人都
向中国人民表达了新春祝贺和祝
福，并积极评价华侨华人为促进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
响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各国对中
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以及
希望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友好交流合
作的积极意愿。

“ 中 国 有 句 话 叫 ‘ 家 和 万 事
兴’，意思是家庭成员和睦相处，做
事情就能顺顺利利。我想，‘家和万
事兴’的理念同样也适用于国与国
之间的交往。”她说。

春节期间，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欢庆新春佳节。图为2月11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阳峰乡金星村村民在舞龙。 傅建斌摄 （新华社发）

舞龙闹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