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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断 去 探 索 ， 不 断 去 奋
斗，不断去克服困难”，5 月 23
日，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我深受触动。

去年以来，民营企业发展面
临一定困难，最突出的是民间投
资增速和就业形势均有所下滑。
我开展了一次调研，收到近 7000
份问卷。这次在会场，带着“沉甸
甸”的调研结果，我向总书记汇报
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三
难”—— 产销难、投资难、兑现难。

总书记鼓励我们，“要进一
步发展，仍然是在‘难’中发
展”“不同时期破解不同难题”。

是啊！过去几十年，民营企业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我们今天的
困难算什么呢？这是一个考验我
们的时期，但也是一个机遇期。

为了解决“三难”困境，我
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发放就业
券，稳住就业底盘；二是加大

“三农”投资，鼓励民间资本投
资农业农村，重点支持规模化、
现代化、环保型养殖项目；三是
放宽民资限制，强化改革力度。

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
开国家一系列政策支持。当前在
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
大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应该有自

己的责任和担当。今年新希望集
团将新增300亿元投资，新招2万
人就业，同时还要继续做好产业
扶贫、绿领公益培训，打造好公
益助农平台。

发言中，总书记关切地问“两
万人的就业方向都是什么”。我回
答，主要是养猪、食品加工和物流。
交流时间不长，但让我们心头都有
了一股热气，能深切感受到总书记
心里装着咱民营企业。新希望集
团一定做好带头作用，踏踏实实
把企业做强做大，相信民营经济
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本报记者 丁怡婷 邝西曦整理）

深刻感悟为民情怀

这次两会会期不长，但给代表委员带来的感受很不一般。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体会到深厚的为民情怀：坚持

人民至上，不断造福人民。”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盐城市农
科院副院长秦光蔚说，虽然这次会议时间短，但是干货足，
大家都很充实，体会更是真切。

“我作为来自湖北武汉的委员，大受鼓舞、倍感振奋。”全国
政协委员、武汉智能电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纯星说，“总书记在
湖北团的重要讲话，为湖北发展掌舵领航、把脉定向，并寄
予厚望。”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郴州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徐自强是一
名临床医生，他说：“总书记强调要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
面提升，织牢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这让我们感受到党中央
对人民的牵挂。”

“今年两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稳’和‘保’，围绕稳
企业、保就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激发了斗志，
增添了干劲。”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悦达集团董事局主席王连
春说。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马一德

表示：“只要我们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扩大内需战略，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就一
定能危中寻机，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提供新动能。”

收获金子般的信心

全国政协委员、恒银金融董事长江浩然感慨：“近距离聆
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受益匪浅。”他说，“总书记强调，要
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
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这既让我们收获了金子般
的信心，又让我们充满力量。”

“越是在困难时期，越要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全国政协委员葛华勇很受鼓舞。他说：“有改革开放 40 多年
发展积累的基础，有中国独特的政治和制度优势、巨大的市
场潜力、亿万人民的勤劳智慧以及依然充足的宏观调控空
间，我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信心很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世茂集团董事局
主席许荣茂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有限
的，中国经济稳中向好、走向高质量的基本面没有变化。

“今年两会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强调不以
GDP 增长率论英雄，这给了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集团齐鲁石化公司总经理韩峰说，
“不设定指标，我们心中要有指标。追求无止境，奋斗正当
时，关键时刻国企更要勇挑大梁。”

“总体来看，今年夏粮丰收和全年粮食丰收没问题。”全
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的信心来自保障粮食安全
的一系列给力举措。“特别是近年来，‘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深入实施，成效显著。只要我们继续把工作抓实抓
细，‘中国碗装中国粮’就没问题。”

“疫情将对世界产业链的重塑产生深重影响，我们唯有练
好内功，才能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局，靠实
力赢得未来。”全国政协委员葛红林说。

坚定干事创业决心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石红打算回去后把两会精神传递到
湘西州及她所联系的乡镇村和民营企业。“要深入乡村、企
业，访民情、强信心、促转型，切实扛起‘精准扶贫’首倡
地的责任担当，深化‘万企大走访、同心促发展’调研，助
力民营企业走稳走远。”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淮北市市长戴启远说，从 3 月份

开始，淮北主要经济指标回升态势明显，复工复产带来的经
济发展冲劲和韧性也充分显示。接下来，淮北将在抓好疫情
防控同时，突出“六稳”“六保”重点工作，千方百计把疫情
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坚决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确保完
成各项目标任务。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农业科技人才应当有所作
为。”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陈彩
虹认为，下一步，要重视乡土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打造一
批“走不了”的人才队伍，在广袤田野间描绘出“脱贫与振
兴齐飞，青山共绿水一色”的画卷。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刘月宁表示，应加强
专项政策倾斜，推动民办艺术教育发展，让艺术教育成为生
命教育的有效载体。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姜军说，要建设好农
村地区教师队伍，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激励优秀教育人才向
基层农村流动，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质量，为全面小康增加
成色。

两会上，关于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的部署让全
国人大代表、山钢集团董事长侯军产生强烈共鸣。侯军说，
山钢集团将坚持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打通钢铁产业生
态圈要素经络，实现智慧赋能，奋力蹚出一条以信息化助力
传统产业升级的新路子。

5月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5位代表面
对总书记发言，轮到我时，总书记
一下子就认出了我。总书记说在
电视上看到过我，记得我们成立
多人治疗专班救治一位87岁患者
的事。

总书记的话让我感奋不已。
会后，我视频联系了总书记提到
的 87 岁老人瞿爹爹，瞿爹爹十分
激动，说谢谢总书记的关心，作为
一名中国人，他觉得非常幸福。

总书记对疾控体系思考很全

面、深入，也很了解基层情况。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接下
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目前公立医院特别是一些基
层医院，在重大传染疾病防治方
面还存在着短板。今后，我们要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正视存在的
问题，加大改革力度，抓紧补短
板、堵漏洞、强弱项。

太和医院是本次疫情中十堰
地区收治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最多
的医院，成功救治 664 名患者，
治愈率达98.81％。在抗疫中，我

和团队及时改建、扩建隔离病
房，组织专家制定了新冠肺炎预
检分诊、诊断、治疗、转诊的规
范流程，较早启用重症医学科负
压病房，为救治赢得了主动权，
但同时也面临着病床、专业医护
人员、防护物资都很紧缺的难
题。我建议，将一些基础好、辐
射广的地方公立医院建设成为区
域性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做到

“平战结合”，确保关键时刻能立
即发挥作用。

（本报记者 程远州整理）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我
今年还是第一次面对面向习近平
总书记汇报工作。总书记平易近
人、和蔼可亲，受总书记的感
染，我也消除了紧张感，把想说
的话都充分地表达了出来。

我向总书记汇报的是脱贫攻
坚工作，总书记听得很认真，还
问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并强调
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
政绩。

总书记深厚的为民情怀，给
了我很大鼓舞，我们对与全国人
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满怀憧
憬，同时也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

脱贫攻坚工作不是一劳永逸的，要
想实现长久稳定的脱贫致富，还有
大量工作要做。

从 乌 兰 察 布 的 情 况 来 看 ，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贫困
人口从 2014 年的 29.1 万人下降
到 2019 年 底 的 2460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由 14.54%下 降 到 0.12%。年
初，全市剩余 7 个贫困旗县正式
退 出 贫 困 县 序 列 ，标 志 着 乌 兰
察布市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
进展。

但决定性进展不等于全面胜
利，特别是乌兰察布市作为内蒙
古自治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相

比其他地区，底子更薄、基础更
差。再加上今年还要防控疫情、巩
固成果、全面收官，再接再厉攻克
最后贫困堡垒，相比往年任务更
重、要求更高、压力更大。

回去以后，我们要向贫困发
起最后总攻，以实际行动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目前，我们正开展大排查、
大整改，扎实做好危房改造、易
地搬迁、饮水安全的扫尾和后续
工作，集中力量推动剩余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确保干干净净脱
贫、彻彻底底摘帽。

（本报记者 吴 勇整理）

5月28日，2020年全国两会将落下帷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
下，面对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任务，这次全
国两会承载着不一样的期待和使命。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本报记者采访的代表委员们
纷纷表示，今年两会收获满满，进一步明确了思路，增强了信心。接下来，
要只争朝夕，真抓实干，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

代表委员共话新期待新使命

满怀信心育新机 真抓实干开新局
本报记者 李 婕 叶 子 严 瑜

“总书记的话激励我们彻底摘穷帽”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市长 费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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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心里装着咱民营企业”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刘永好

“总书记还记得我们救治患者”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院长 罗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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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和我们在一起

▲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湖南省永州市
道县推出“银税互动”业务。图为税务人员在实地了
解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生产情况。

蒋克青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重庆市梁平
区通过发展竹产业增收脱
贫。图为梁平区竹山镇竹丰
社区村民展示刚采挖出来的
寿竹竹笋。

高小华摄 （人民视觉）

▶5 月 13 日，在广西罗城
仫佬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新区——仫佬家园，小朋友
们正在小区里玩耍。

蒙增师摄 （人民视觉）

▲ 疫情防控期间在武汉市江岸区花桥社区参与服
务的志愿者。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 疫情防控期间在武汉市江岸区花桥社区参与服
务的志愿者。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55 月月 1212
日日，，在浙江省在浙江省
宁波市镇海区宁波市镇海区
澥浦镇澥浦镇，，因战因战
疫而推迟婚期疫而推迟婚期
的新人举行了的新人举行了
婚礼婚礼。。
唐唐 严严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国际陆港为供应链和产业链
提供畅通的物流保障，稳妥推进各行各业复工达产。
图为工人在进行装箱作业。 梁孝鹏摄 （人民视觉）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国际陆港为供应链和产业链
提供畅通的物流保障，稳妥推进各行各业复工达产。
图为工人在进行装箱作业。 梁孝鹏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