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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一往无前
本报记者 李 婕 闫 旭 徐佩玉

两会聚焦两会聚焦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
绝对贫困问题画上句号！这项历史性的任务，成为许多代表委员们心头的关切、脚下的实践。

疫情给我们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带来挑战，但影响正在逐步被克服。决战决胜已经箭在弦
上，时间紧迫犹如战鼓催征。代表委员们说，坚持目标任务不变，团结一心，定能如期打赢这
场脱贫攻坚战！

打赢各类问题“清零战”

“仅易地搬迁就安置了36.24万群众，他们从
贫困山区一步跨越到现代城镇。”云南昭通地处
滇、川、黔三省结合部乌蒙山腹地，是典型的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持续努力，让当地面貌今
非昔比。

“带领人民摆脱千百年来的贫困，实现全
面小康的幸福生活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
的庄严承诺。”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昭通市
市长郭大进说，昭通举全市之力脱贫攻坚，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从2014年末的185.07万人下降
到2019年底的15.99万人，贫困村由1235个减
少至 104 个，10 个贫困县区摘帽 9 个，贫困发
生率从34.8%下降至3.4%。

但是，“最后一公里”仍不能放松。“全市
脱贫攻坚任务还十分艰巨。”郭大进说，收官
之年，将全力打好打赢各类问题“清零战”、
易地搬迁“巩固战”、劳动力稳定就业“攻坚
战”、高原特色产业发展“突破战”，勇夺脱贫
攻坚大决战全面胜利。

不停步、不歇脚，咬紧目标不松劲！各地
正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啃下最后的“硬骨头”。

在重庆市荣昌区，全区 21471 人
贫困人口中，有 3521人享

受保障兜底。“围绕
‘应兜尽兜’

这 一 目

标，我们精准发力，摸清底数。”全国人大代
表、重庆市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说，区、镇、
村三级书记遍访困难户，根据疾病、子女上学
等实际情况，一户一策，进行扶助。

同时，“社会兜底不能‘一兜了之’，必须
增强贫困户内生动力。”曹清尧介绍，对有一
定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当地采取技能培训、项
目进家庭等方式，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比
如，引导部分困难群众从事荣昌夏布手工制
作、提供公益就业岗位等。此外，对已脱贫群
众，持续跟踪监测返贫风险高的脱贫户和边缘
户，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家庭，将其及时
纳入保障范围。

“疫情突如其来，但我们仍然坚持目标不动
摇，确保脱贫路上不落一人。”曹清尧信心坚定。

“面对‘硬骨头’，要采取特殊政策实现‘三
区三州’等特困地区、特困人群脱贫，攻克最后的
堡垒。”全国政协委员、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欧彦伶说。

激活脱贫内生动力

接下来的难关如何攻克？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

副书记、州长白加扎西认为，要更加注重提高
脱贫质量，落实后续扶持政策，进一步巩固扶
贫成果。

“就我们果洛州来说，当务之急是集中力
量，全力落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各项举
措。在产业扶贫方面立足市场和资源禀赋，大
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养殖业、种植业、加工
业和商贸旅游服务业，做大产业规模，提升产

业质量，不断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
促进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白加扎西说。

增强造血功能，激活内生动力，让
脱贫效果更巩固。

“真是旧貌换新颜！”5 月 17
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通知，

哈电集团定点帮扶的文山市退
出贫困县序列，全国政协常
委、哈电集团董事长斯泽夫
为这里的变化感到高兴。

斯 泽 夫 介 绍 ， 这 几
年，哈电集团每年拿出
一定比例的利润投入到
扶贫中。在文山市，入
村 入 户 道 路 硬 化 工
程 、 自 来 水 工 程 建
设、“厕所革命”、扶
贫车间，见证着脱
贫 路 上 的 坚 实 足
迹。“虽然到了摘
帽阶段，但我们的
帮 扶 工 作 没 有 放
松。”斯泽夫说，

今年哈电集团对当地的扶贫投入还将继续加
大，并致力于直接惠及农户，激活当地脱贫
致富的内生动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最重要的还是
调动农户的积极性。”在助力当地茶农脱贫攻
坚过程中，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信阳文新毛
尖集团董事长刘文新带领公司摸索出许多办
法，但最管用的是这一条。

刘文新介绍，当地茶农不缺茶园不缺产量，
但技术是短板，公司就为农民培训炒茶技术；好
茶叶卖不出好价钱，公司就与茶农签订收购合
同，让他们吃下“定心丸”；此外，助推发展茶
旅游，让茶山变“金山”，解决增收的实际问
题；旅游红火了，宾馆、民俗、餐饮等一批岗位
创造出来，许多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人人有事
做、有奔头，脱贫致富动力自然足。

电商拓宽致富新路

紧要关头，脱贫攻坚如何再发力？疫情又
带来哪些新的思考？许多代表委员将目光投向
数字化手段。

“农产品上行是一个解决方案。通过淘宝直
播既让农产品卖得出去，也活跃农村市场，更有
利于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安徽
省定远县吴圩镇西孔村党总支第一书记王萌萌
说。两会前夕，她还专门进入淘宝直播间，调研
数字乡村的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助
理霍学喜也注意到，疫情影响下，以数字化为
支撑的电商业态更受重视。那么，农村电商发
展现状究竟怎么样？霍学喜对全国苹果产业进
行了大数据调研，陕西、山东、河南、河北、
辽宁等主要产区均在调研范围内，但结果显
示，电商销售占比仅为11%。

“我国苹果产区多分布在丘陵沟壑地区，
很多都是贫困地区。”小小的苹果里，或许就
藏着脱贫致富的金钥匙。霍学喜建议通过电商
来盘活乡村生产要素，为农产品畅销路、通物
流，并与电商平台开展品牌化合作。

全国人大代表、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
东也认为，电商企业可以依托线上线下优势助
农富农。但他在工作和履职调研中发现，部分
地区存在农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等上行路径
少、生产种植和销售脱节、农村地区基础设施
尚待完善、农村人口老龄化导致对互联网技术
的认知和应用不足等问题。

对此，张近东建议进一步统筹资源，政
府、电商、农户、院校多方联动，推动返乡
年轻人成为创富主体，带动形成以共同富裕
为目标、以行政村为具体单位、以 C2M （用
户直连制造） 模式为特色、以线上线下融合
为主要销售手段的乡村生产基地。希望通过
这些基地，让农产品多走出去一些，让贫困
离农民更远一些。

两会观察

体会“人民至上”的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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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农
民在蚂蚁森林清水河自然保护地展示收获
的沙棘果。 王 正摄 （人民视觉）

图②：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当地干
部与返乡大学生一起通过网络直播推销土
特产。 陈思汗摄 （新华社发）

图③：在甘肃张掖山丹县海兰达服饰
的扶贫车间里，女工们正紧张有序加工工
作服。 王 将摄 （人民视觉）

图④：陕西省石泉县陕西天成丝业有
限公司的工人在扶贫生产车间作业。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图⑤：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

南族自治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毛南族已实
现整族脱贫。图为环江县城西移民安置
区。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5 月 21 日，全国两会正式召开。这个重要的
时间节点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关心什么？
翻开 5 月 21 日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
赫然是习近平对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作出重要指
示的消息。他鼓励毛南族群众把脱贫作为新起
点，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这些年，习近平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贫工
作；让习近平最牵挂的，是困难群众。

为什么习近平把脱贫攻坚、群众冷暖看得如
此之重？因为摆脱贫困、人民幸福，不仅是中华
儿女数千年来的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使命。从江西瑞金，到陕北延安，再到整个神
州，中国共产党就是从广大人民群众中走出来
的，是从中华大地的泥土中生长出来的。

5 月 22 日下午，习近平参加了他所在的内蒙
古代表团审议。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
民、血脉在人民。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
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
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

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新一代领

导集体最为核心的执政理念，也是世界理解当代
中国政治思想的关键钥匙。什么叫以人民为中
心？人民最重要的权利就是生命权和发展权。以
人民为中心，就是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这两个
权利。

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
就鲜明提出，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习近平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为此，中国调集最优秀的医护力量、集中最精良
的医疗设备，举全国之力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
权，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面对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国共产党更是把
自己的动员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上亿困难群众，
无论你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哪座山、哪条沟，中
国共产党的干部都跋山涉水找到你，为每个人建
档立卡，设计精准脱贫方案。在3月6日的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的话语斩钉截铁、
掷地有声：“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
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脱贫

攻坚，中国再次举全国之力，保障人人都能享受
到发展权。

从生命权和发展权的角度理解，中共的执政
理念和治理智慧，就具有了世界意义。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蔓延与世界经济形势动荡，为什么中国
共产党可以毫无后顾之忧，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人
民健康、带领人民脱贫，而许多国家的执政者却
总是迟疑不决、推三阻四乃至甩锅弃责？

因为在人民利益这本“大账”面前，中国共
产党没有自己的“小算盘”。正像习近平 5 月 22
日所说：“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
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如今，国际上疫情仍在持续，中国脱贫攻坚
的冲锋号已吹响。2020 年，我们还有很多个时
刻，来体会“人民至上”的真味。

韩维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