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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两会上提的要求
各地是怎么落实的

本报记者 潘旭涛

2019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为多个省份的发

展指明了方向。这些省份是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

作业中的广西北海市铁山港作业中的广西北海市铁山港。。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陆波岸摄摄

辽宁沈阳一家公司的工业机器人生产车间。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辽宁沈阳一家公司的工业机器人生产车间辽宁沈阳一家公司的工业机器人生产车间。。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杨杨 青青摄摄

西藏山南市扎囊县氆氇商户在销售氆氇西藏山南市扎囊县氆氇商户在销售氆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普布扎西摄摄

关键词：推进改革创新

2013 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
议时强调，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更加自觉地把工作
着力点放到加大创新驱动力度上来，不断为创新发展注
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在之后几年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强
调改革创新。各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力推
进改革创新。

各地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
在推进供给侧改革过程中，湖南科学把握“加法”

和“减法”，既雷厉风行地“退”，也大张旗鼓地“进”。
全省钢铁、煤炭、造纸、有色、重化工、采砂等大规模退出，
关停“散乱污”企业达3747家。其中，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
261家企业在去年底前全部关停。

淘汰落后产能形成倒逼机制，使得湖南一批好产业
好项目蓬勃发展起来。目前，湖南装备制造、农产品加
工、材料等产业规模上万亿元。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
产业风生水起，移动互联网业营收跨过千亿元门槛，长
沙文创产业总产出超过2800亿元。

辽宁把推进供给侧改革作为振兴辽宁工业的关键一
招，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近两年化解煤炭
产能1380万吨，减免税费2700多亿元；相继出台推动全
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等文件，促进科技与经
济深度融合，推动工业经济向高端化、智能化、特色
化、绿色化发展。2018 年，辽宁全省地方重点国有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4243亿元，同比增长10.7%；利润总额同比
增长40.4%。

不少省份探索让科技创新成为产业体系的支撑。
在贵州这一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实施国际最前沿的

大数据产业发展战略，不少人曾对此抱着怀疑态度。
2014 年以来，贵州发挥后发优势，强力实施大数据战略
行动。如今，贵州全省大数据企业达 9500多家，1625家
实体企业与大数据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及其吸纳就
业增速连续3年居全国前列。大数据已经成为贵州的一张
新名片。

深化科技创新重在落地，重在科技成果转化。在上
海，越来越多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跳出论文、“帽子”、
考核的枷锁，借力不断增多的研发与转化功能平台，在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
科技领域突破卡脖子的“瓶颈”。

多地创新社会治理，加速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下围村曾是远近闻名的“问题

村”，如今成功实现了从“乱”到“治”的转身。在区、
镇党委的支持下，2014 年以来，村中事务通过村民代表
大会商议。每个人最少有8分钟的发言时间，每一次的表
决议题和内容，都提前通过村政务微信平台推送给每一
位村民，整个议事过程实时直播。大事小情商量着办，
用群众习惯的方式来解决群众身边的问题，曾经的治理
痼疾也就迎刃而解。

关键词：扩大对外开放

“要加快形成面向国内国际的开放合作新格局。”
2015 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时
发表重要讲话。各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不断拓展
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

多个省份通过全方位开放，实现跨越式发展。
沿海沿江又沿边的广西有突出的区位优势，但由于

多种因素制约，发展长期滞后。
如今，广西正全力承担起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三

大定位”新使命——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
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 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

开放发展为广西带来了历史性变迁。广西沿海港口
吞吐能力目前已经超过 2 亿吨，广西高铁运营里程达到
1800 多公里，西江“黄金水道”直通粤港澳，上汽通用
五菱印尼公司投产……

许多地方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新一轮
高水平对外开放。

黑龙江主动对接“一带一路”，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
走廊建设，并明确定位“打造一个窗口、建设四个
区”——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建设黑龙江 （中
俄） 自由贸易区等。同时全力推进同江铁路桥、黑河公
路桥、东宁界河桥等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和黑瞎子岛陆路
口岸建设。2018 年，黑龙江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
36.4%，口岸货运量增长37.1%。

开放也倒逼着多地多领域改革。
2013 年 9 月 29 日，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挂

牌成立。次日凌晨，国内第一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推出，列出190条外商投资特别管理措施。这份负面清单
以“中国速度”迭代更新：2014年版缩减到139条，2018
年最新版只剩下45条。

广东在原有“外资十条”基础上发布修订版政策，
在九大领域实施允许设立外商独资企业等新举措；广东
自贸试验区深改方案获国家批准，获批 40 项改革自主
权。截至 2018年底，各地、各部门出台“外资十条”贯
彻、配套文件超过 100 个。2018 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
1450.8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7%；外贸进出口总额超
1万亿美元，约占全国1/4。

关键词：决战脱贫攻坚

在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脱贫攻坚。
不少省份将脱贫攻坚视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向
脱贫攻坚发起总攻。

贵州曾长期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如今，脱
贫攻坚成为贵州最大的政治、最重的任务、最严的责
任。一年到头，贵州全省脱贫攻坚工作精准开展、无缝
对接：“春风行动”，1400 万亩蔬菜种植等产业大举推
开；“夏季攻势”，深入开展“贫困人口错评漏评”等专
项治理；“秋季喜算丰收账”，加强督察考核。

5 年来，贵州脱贫攻坚连战连捷：减少贫困人口近
7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3%，减贫人数和易地扶贫
搬迁人数位居全国前列。

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阶段，各地的扶贫措施更加
精准。

今年新春上班第一天，湖南20位省领导分赴20个贫
困县开展脱贫攻坚专题调研，面对面倾听贫困群众呼
声，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商脱贫良策。调研不发通知、不
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
场，深入 67 个乡镇、98 个村，走访贫困户 241 户、非贫
困户 36 户。通过调研使扶贫更加精准，做到因户施策、

因人施策。
精准扶贫，多地下足了“绣花”功夫。
四川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曾是出行困难的

“悬崖村”。2017年6月30日，总共耗用6000根钢管、120
吨钢材、近 3 万人次人力，从山底通往村庄的 2556 级钢
梯竣工。因地制宜的“绣花”功夫让“悬崖村”结束了

“出行难”历史，开启了全新天地。农家乐、苞谷酿酒作
坊、帐篷酒店……越来越多的“新玩意”出现在“悬崖
村”，村里还引进旅游公司，修建旅游索道。

各省份实际情况不同，脱贫攻坚的具体举措也各有
侧重。

路，是边疆人民走向富裕和现代化的希望。数据显
示，2018年，西藏投入32.5亿元，实施177个资源路、产
业路、旅游路项目建设。截至 2018年底，西藏公路通车
总里程突破 9万公里。西藏民航执飞 88条航线，通航 47
个城市。青藏铁路延伸线拉日铁路、拉林高等级公路相
继通车，拉萨至那曲、拉萨至日喀则高等级公路陆续开
工。2018年，西藏25个县 （区） 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
从28.8%下降到7.9%，广大农牧区基础设施大为改善。

近年来，新疆持续深化援疆扶贫、定点扶贫、区内
协作扶贫等方式，实施“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
一批生态环境恶劣的深度贫困村通过易地搬迁实现整体
脱贫。

“十三五”期间，广西计划搬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71

万人。截至 2018年底，累计搬迁贫困人口 69.3万人，搬
迁入住率达99%。搬迁之后发展靠产业。据统计，2018年
广西产业扶贫覆盖率达80%以上。

关键词：落实环保责任

2015 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西代表团审
议时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
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
能下不为例。”近年来，全国各地铁腕治污，像保护眼睛
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多地展现出“壮士断腕”的决心。
青海将自然保护区内的矿业权全部注销，青海湖鸟

岛沙岛、年保玉则等景区接连叫停旅游经营活动，可可
西里世界遗产地“禁止非法穿越”，三江源 1.1 万户牧民
为生态离开故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生
态保护优先，已成为青海干部群众的共识。

为保护野生东北虎豹，吉林省甚至让计划修建的高
铁为虎豹改道。2017 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在长
春挂牌成立，东北虎豹的生存繁殖领地不断扩大。监测
数据显示，目前至少有27只东北虎和42只东北豹长期活
动于吉林省区域内。

江苏宜兴经济实力一直处于全国同类城市前列，化
工是支柱产业。为了改善环境，宜兴坚决关停有污染隐
患的化工企业，压减落后产能。2018 年，江苏全年分别
压减钢铁、水泥、平板玻璃产能 80万吨、210万吨、660
万重量箱，关闭高耗能高污染及“散乱污”规模以上企
业3600多家。

不少地方弱化甚至取消了 GDP 考核，将“生态优
先”作为重要考核标准。

贵州取消重点生态功能区的10个县GDP考核，弱化
40个县GDP考核，对各市州党委、政府生态文明建设开
展评价考核，实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问责。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规定，侧重旅游经济的乡镇不
考核工业指标，以免盲目引入项目污染环境。

通过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各地正在将绿水青山变为
金山银山。

通过发展智慧农业、健康旅游、新能源等生态绿色
产业，江西经济的“绿色含量”稳步提升，“绿色红利”
加快释放。今年江西将进一步提升绿色发展水平，力争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35%，服务
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5.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以前一下雪，黑龙江“百姓猫冬，工地停工”，如今，黑
土地盼雪盼降温。黑龙江得天独厚的冷资源正变成热产
业：在冰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今年游客较去年同
期提前 6 天突破百万；雪乡景区今年春节游客同比增长
30.43%；黑河市寒区试车产业蓬勃发展……

关键词：净化政治生态

2017 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辽宁代表团审
议时指出，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
正之风，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真正把忠诚党和人民事
业、做人堂堂正正、干事干干净净的干部选拔出来，形
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一段时间内，辽宁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带着
习近平总书记的期望和嘱托，辽宁干部群众上下一心，
迎难而上，持续修复政治生态。辽宁制定并出台 《关于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辽
宁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干部作风转变的实施
意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解决干部作风建设存在的 8
方面问题，确保取得实效。

2015 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西代表团
审议时强调，要着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良好
环境。

4年来，江西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省委下发文件坚决全面彻底肃清苏荣案余毒，对涉及苏
荣案的 43名党员领导干部依纪依法作出严肃处理。江西
坚决纠正选人用人不正之风，保持了反腐败斗争高压态
势，政治生态不断优化。

一名企业经营者对这几年江西干部作风的转变深
有感触。“过去逢年过节，一些企业主会到政府部门走
动走动，送点礼物，如今就算有人想送，干部也不敢
收了。”

2014 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安徽代表团审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三严三实”重要论述，
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
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
做人要实”。

近5年来，安徽始终把学习践行“三严三实”作为重
要政治任务，对贯彻落实“三严三实”提出明确要求，
强调要把“三严三实”作为座右铭，把忠诚干净担当作
为行为准则。

“三严三实”的落实效果，可从“一包烟”中窥见。
2017 年 1 月 11 日，安徽省动物卫生监督所派人到淮南市
畜牧兽医局检查畜产品安全，该局工作人员接待时上了
一包烟，写入菜单报销，淮南市纪委定向监督时查出，
认定此举违规，对该工作人员进行了处分。

（综合人民日报、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