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次深入人大政协团组，面对面听取48位代表委员发言，聚焦主要矛

盾、抓住核心环节、紧盯突出短板、谋划重点任务……

连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出席2019

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广泛深入交流，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线，共商

决战决胜大计。

在内蒙古代表团纵论生态文明建设，在甘肃代表团聚焦脱贫攻坚，在河

南代表团谋划乡村振兴，在福建代表团共话创新创业创造、两岸融合发展、革

命老区和中央苏区奔小康，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部署国防和军队建

设，在政协文艺界、社科界联组讨论时为文艺创作和学术创新指引方向……

深入交流，碰撞真知灼见；亲切问候，凝聚同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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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2日下午，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
话，向全军吹响了打好我军建设发展“十

三五”规划落实攻坚战的冲锋号。习主席
强调：“各级要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军委十项规定，发

扬艰苦奋斗优良作风，把钱用在刀刃上。”
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委

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深入学习领悟，大
家纷纷表示：要牢记习主席嘱托，以更加
积极的态度、更加主动的作为、更加务实
的作风，咬定目标不放松、盯着目标加油
干，确保如期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下转第二版）

用艰苦奋斗优良作风推动既定目标任务落实
—军队代表委员学习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

部队代表团重要讲话述评之四
■本报记者 李建文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常
务主席第二次会议 14日上午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大会主席团常务
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
书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作的全
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外
商投资法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
报告，审议了外商投资法草案建议
表决稿。

会议听取了大会主席团常务
主席、大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
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分别作的大会
秘书处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和修
改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全国人
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的三个决议草案代拟稿。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鹰
作的大会秘书处关于代表提出议
案处理意见的报告，审议了这个
报告。

会议同意将外商投资法草案
建议表决稿以及上述决议草案和
报告提请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
审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
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
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
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出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
常务主席第三次会议 1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主席团
常务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
委员李飞作的大会秘书处关于外商投资法草案建议表决稿审议
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外商投资法草案表决稿。

会议听取了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
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作的大会秘书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9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六个决议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这六
个决议草案表决稿。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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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责定责是推动工作的前提，问

责追责是抓好落实的保障。习主席在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

明确强调必须“加强责任落实”。打好

规划落实攻坚战，就必须在明确责任、

检查督导、严格问责上下功夫，确保如

期完成国防和军队建设目标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部队在党中

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坚强领导下，始

终将“责任”二字贯穿全程，一条条具体

到人的明责，使备战打仗千头万绪的工

作有了抓手；一层层传导压力的担责，让

各级在以上率下中推动了责任落地生

根；一次次严厉精准的问责，激发出全军

官兵强烈的担当精神。以责任促担当的

抓落实机制，使强军事业得以顺利推

进。事实证明，哪里的责任落实不好，哪

里的工作就会出问题；哪里的责任落实

到位，哪里的建设就会有新进展。

我军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是一

项宏大工程，任务艰巨繁重，工作千头万

绪，有的需要跨领域统筹，有的需要多部

门合作，还有的需要军地协同作战。只

有压实责任链条，明确责任单位，细化

任务安排，强化督导问责，才能形成上

下衔接、横向协调、便于落实的责任体

系，确保各项建设有序推进。特别是对

那些需要系统抓、全面抓、多方抓的工

作，更要拧紧责任这个螺丝，用好问责

这个利器，做到既分工明确，又有机衔

接；既齐抓共管，又各负其责。如果责

任分工时“大呼隆”，工作推进中“踢皮

球”，问责追责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必然会出现“人人都负责、人人不尽责、

人人不担责”的现象。

加强责任落实，关键在各级党

委。各级党委是规划落实的领导者、

执行者、推动者，党委负主体责任是党

章规定的职责。有责任就要担当。规

划落实，党委不抓谁抓？对各级党委

来说，抓好规划落实是本职，不抓规划

落实是失职，抓不好规划落实是渎

职。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切实把规

划落实当作各级党委的分内之事、应

尽之责，真正把担子担起来、把职责履

行好，规划落实才有坚实的依靠。

现在距离完成我军建设发展“十三

五”规划不到两年时间了。时间不等

人！各级要把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

上，以只争朝夕、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

把各项工作推向前进，把美好蓝图化为

现实。全军各单位要加大检查督导力

度，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对工作推进不力、落实不好的，要

严肃追责问责。要树立过紧日子思想，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军委十

项规定，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作风，把钱

用在刀刃上。要严肃财经纪律，加强经

费管理，加大纪检、巡视、审计监督力

度，从严查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

必 须 加 强 责 任 落 实
—三谈学习贯彻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

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15 日上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表决关于政府
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草案，
表决关于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9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表决关于 2018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草案，
表决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表决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表决关于最高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表决关于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
接受张荣顺辞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
定草案。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
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采访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今日闭幕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 14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
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书主持
会议。

会议应到 176人，出席 172人，
缺席4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3月 12日下午，各代表团认真
审议了外商投资法草案修改稿。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根据
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这个草案
进行了审议，提出了草案建议表决
稿。主席团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
作的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外商投资法草案修改稿修改
意见的报告。会议经过表决，通过
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外商投
资法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报告
和外商投资法草案建议表决稿，决
定将草案建议表决稿提请各代表
团审议。

3月 9 日全天，各代表团认真
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代表们一致认为，常委会工作
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体现了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要求，总结
工作实事求是、重点突出，部署任
务思路清晰、简明准确，是一个政
治站位高，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凝
神聚气的好报告。代表们一致表
示赞成这个报告。根据代表们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报告作了 9处修改。主席团常务主席建议批准
修改后的常委会工作报告，并代拟了关于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草案。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关于全国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3月 12日下午和 13日全天，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代表们充分肯定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对报告提出的 2019年
工作安排表示赞成。各代表团一致同意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中，代表们也提出了一些
意见和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代表们的审议
意见，对各自的报告认真进行了修改。（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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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下“硬骨头”—

“越是到吃劲的时候，越要响鼓重锤”

两位基层代表讲述的故事，令习近平总书记动容。
黄久生是来自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农民工代表。这几年，

他带领村里贫困群众外出打工，1.2万多人由此迈上小康之
路，4800多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在家乡建起了小楼。
“有一家，三代七口人，都在工地上。70多岁的晏传忠是

这户当家人，他对我说：‘总书记十九大报告讲了 3个多小时，
我是站着听完报告的，我如果不站着听完，我就感觉对不起
总书记，因为是党让我们老百姓脱贫致富了。’”
“当时听完这话，我感动得掉了泪。一个白发苍苍的老

人、没上过学的农民，对总书记、对我们党这么深厚的感情……”
说到这里，黄久生哽咽了。代表们凝神片刻，随即热烈鼓掌。
“你回去向这位同志转达我的问候！”习近平总书记温暖

人心的话语，激起全场更加热烈的掌声。
来自甘肃陇南徽县的农民代表梁倩娟也向总书记讲述

了自己的脱贫故事。
这几年，一直外出打工的梁倩娟返乡开起了网店，把乡

亲们的橄榄油、核桃、土蜂蜜、土鸡蛋等农特产品卖到全国各
地，带动300多户农民增收。
“有位阿姨经常来我店里做零工，赚了钱时不时能买些

猪头肉和老伴儿一起吃。有一次，她骄傲地对我说，用自己
挣的钱买肉吃，就是香。”梁倩娟绘声绘色的讲述，引起全场
共鸣，总书记的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一个个脱贫攻坚的感人故事，汇成一部人类历史上反贫
困斗争的伟大传奇。
“这些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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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
的话语铿锵有力。

攻坚拔寨，决战决胜。真正的考验刚刚开始。
今后两年，脱贫攻坚战剩下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如何啃下“硬骨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全国两会同代表委员共商国是，

脱贫攻坚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必讲的重要问题。
今年全国两会上，这种深深的关切一如既往，情真意长。
7日下午，在甘肃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历数纳入国家

“三区三州”的临夏州、甘南州和天祝县，语重心长地说：“甘
肃是全国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脱贫难度极大，我对甘
肃的扶贫工作非常关注，对这里脱贫任务的完成很关切。”

在河南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和代表们一起仔细盘点
河南贫困县集中地区：“有大别山区，还有太行山区、黄河
滩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要再接再厉。”

同来自河南开封的高建军代表交流时，习近平总书记关
心地询问开封现在是否还有贫困县。得知兰考脱贫摘帽后，
这两年又有新的发展变化，总书记说感到很欣慰。

有这样一段老红军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联组会
上讲，在福建代表团又讲：
“在福建工作时，一位开国中将的子女找到我，说要遵循

遗愿把父亲骨灰的一半送回家乡，一半送到闽西革命老区埋
葬。这位老将军是湖南人，长征时是一个团的政委，带领团
里的闽西子弟，血战湘江，很多战友都牺牲了。他说，死后
要同战友们长眠在一起。”
“这个感情在我心里。”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说，老区苏区

的红土地孕育了革命，也孕育了革命老前辈，为中国人民解放
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忘记老区，就是忘本；忘记历史，就是
背叛。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要饮水思源，决不能忘了老
区苏区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确保他们一个都不掉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补齐的短板中，农村贫困人口脱
贫是最突出的一块。
“现在距离 2020 年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只有两年时

间，正是最吃劲的时候，必须坚持不懈做好工作，不获全胜、
决不收兵。”在参加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打赢脱贫
攻坚战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
——要咬定目标不放松。
“既不能脱离实际、拔高标准、吊高胃口，也不能虚假脱

贫、降低标准、影响成色。”
“真正的考验是到 2020年，不能敲锣打鼓宣布脱贫了，结

果这边是哭爹喊娘、一片埋怨声，情何以堪啊。要经得住历
史检验！”
——要整治问题不手软。
有的搞“虚假式”脱贫，有的搞“算账式”脱贫，有的搞“指

标式”脱贫，有的搞“游走式”脱贫……
习近平总书记一一列举脱贫攻坚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警示全党：“脱贫攻坚越到最后时刻越要响鼓重
锤、警钟长鸣，不要搞急功近利、虚假政绩的东西。”
——要落实责任不松劲。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扶贫这个事情是个永恒的主题”。
他强调，贫困县摘帽后，也不能马上撤摊子、甩包袱、歇

歇脚，要继续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做到摘帽不摘责
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
——要转变作风不懈怠。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中始终有个“严”字：“我们这次来

了个军令状，贫困地区的主要领导不脱贫不离岗。”
总书记的话语中也不忘一个“爱”字：“一线干部舍小家、

为大家，有的没时间照顾家庭孩子，有的身体透支亮红灯，有
的甚至牺牲在脱贫攻坚一线……我们非常关心他们，也非常
敬重他们。”

从精准脱贫再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污染防治，今年全
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聚焦决胜全面小康三大攻坚战，作
部署、提要求、明方向。

谈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战略上
举重若轻、战术上举轻若重”。

在内蒙古代表团，总书记说：“去年以来自治区开展化债
工作，取得了成效，但剩余债务仍然较大，要加强债务化解的
统筹协调，不能因此引发其他风险和不稳定因素。”
“今年年初的省部级研讨班主题是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各种风险大到不得了了，但是我们要
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行稳致远，小心行得万年船。”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打得怎么样？习近平总书记念
兹在兹。
“我们郑州刚刚被评为美好生活城市。这是全国10万份问

卷调查，老百姓评出来的。”在河南代表团，王新伟代表自豪地说
起郑州的新气象新变化，并邀请总书记再来中原大地考察。
“不错！空气质量好吧？”
“去年PM2.5比前年下降 4.5%，PM10下降 10.2%。”
“有很大改善，很好！后来者居上。”总书记赞道。
对农业大省河南，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醒，要加大农业

面源污染治理力度，解决过度施肥、农药过量化等问题，“这
些一旦感觉到是问题，已经就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了。”

在内蒙古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及呼伦湖、乌梁
素海、岱海“一湖两海”污染防治问题，强调“要对症下药，分
别制定治理方案，既急不得，也慢不得，要按规律办事”。

关键年，就要找准“关键点”；攻坚期，必须啃下“硬骨头”。
抓住主要矛盾，坚持底线思维，秉持忧患意识……瞄准

决胜全面小康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同代表委员们深入交流，
标出了重点难点、厘清了工作思路、明确了前进方向。
（下转第三版）

上 下 同 心 再 出 发
—习近平总书记同出席 2019 年全国两会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

两 会 特 刊
（第五至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