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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连日来，广
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
信心、顽强奋斗，抓紧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紧要关头一鼓作气，坚决克服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
胜利，坚决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
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脱贫
攻坚越到最后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
导。

“这是一场硬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吹响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攻号
令。我们要将脱贫攻坚战作为共产党人
践行初心、兑现承诺的主战场，履职尽
责、不辱使命。”云南省扶贫办副主任施
榆兵说。

作为全国剩余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
云南有 44.2 万人尚未脱贫。为确保剩余
贫困人口在今年上半年稳定实现“两不
愁三保障”，云南实行三级督战。省级领
导对未摘帽和剩余贫困人口超过 5000人
的 15个贫困县定点挂牌督战，对贫困县、
贫困人口精准分类施策，将具体任务、责
任再次细化到县、责任到人，坚决啃下硬
骨头。

地处北纬 40 度农作物种植黄金带，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拥有 1100 多万亩耕
地，被誉为“塞外粮仓”。防疫、春耕两不
误，巴彦淖尔一派农忙景象。

“我们要以责任之心、必胜之心，坚
决扛起脱贫攻坚主体责任，争分夺秒、倒
排工期，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巴彦淖尔市委书记常志刚说，下一步将
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让农牧业更强，农牧区更美，农牧民
更幸福。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
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
放松。

绷紧弦、加把劲，江苏省财政部门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手抓两
不误，迅速筹措资金、加大投入，确保疫
情防控各项资金需要，同时扶贫资金只
增不减。2020 年省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
扶贫资金 13.6 亿元，比上年增加 5000 万
元。

“总书记重要讲话进一步坚定了我们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决心。”江苏省财
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储永宏说，将持续加
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对
财政扶贫资金的监管，提高资金使用绩
效，确保扶贫资金使用管理、脱贫成果经
得起历史检验。

河北省赞皇县 2019 年刚刚摘帽，今
年 计 划 投 入 5100 万 元 扶 贫 专 项 资 金 ，
比 去 年 增 长 300 万 元 。 赞 皇 县 委 书 记
冯立业说，无论贫困村还是非贫困村，
我们坚持统筹兼顾，对全县所有行政村
进行拉网式排查，对排查出的边缘户和
不稳定脱贫户全部建立防贫台账，精准
施策。

“面对当前疫情，我们安排 300 万元
就业补助资金，助力贫困人口通过扶贫

‘微工厂’‘微车间’在家门口就业。”冯立
业说。

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合力打赢脱贫

攻坚战。当前，最突出的任务是帮助中
西部地区降低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

3月 5日，贵州普安县屯上村“白叶一
号”新茶初采，这是浙江安吉黄杜村农民
党员捐赠的“扶贫苗”在千里之外第一次
采收。

青青白茶苗，浓浓扶贫情。去年此
时，来自黄杜村的 1500 万株茶苗在湖南
古丈、四川青川、贵州普安和沿河 3 省 4
县 3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植根。黄杜村党
总支书记盛阿伟说：“扶贫茶苗长在当
地、留在当地，让贫困劳动力就地有收
入，直接降低了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
凸显东西部产业协作的生命力。”

截至 2019 年底，浙江省已超额完成
与四川、贵州、湖北、吉林四省签订的东
西部扶贫协作协议指标。浙江省发改委
对口帮扶处处长骆方豪说，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浙江将建立健全
长效帮扶机制，全面深化对口支援合作，
在推动产业发展、消费扶贫、劳务协作和
社会帮扶上“升级加力”。

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
在人，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

“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坚决反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总书记的重要
讲 话 突 出 问 题 导 向 ，直 指 作 风‘ 病
灶’。”河南省新蔡县委书记王兆军表
示，锤炼过硬作风才能高质量完成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带领群众朝着幸福的小
康生活大踏步迈进。

新蔡县在 2018年顺利脱贫摘帽。“当
前要继续做好扶贫工作，扶上马再送一
程，特别是不能因疫情返贫，同时做好奔

小康的工作。”王兆军说，以加强作风建
设为抓手，将脱贫攻坚作为锻造干部能
力的“大熔炉”、检验干部作风的“试金
石”，激发致富奔小康的强大动力。

排除不良作风干扰，切实减轻基层负
担，让基层干部心无旁骛投入到实际工
作中去。吉林省通榆县委书记李德明介
绍，县里开展脱贫攻坚以来，首先抓干部
作风转变，设立“正向奖励”制度，对肯吃
苦、工作突出的干部提拔重用；同时，加
强关心关怀，帮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中的
现实困难，免除后顾之忧。

打赢脱贫攻坚战，作风要过硬，本领
需高强，要努力增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能力。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是国家重点
扶持的“三区三州”之一，还有东乡族自
治县、临夏县两个贫困县、66 个贫困村、
3.24万贫困人口。

东乡族自治县那勒寺镇李牙村是深
度贫困村，第一书记马学良刚参加完自
治州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工作培训，就和
驻村帮扶干部们开始新一轮入户走访，
查漏补缺。

“脱贫攻坚战场是锤炼干部的最好阵
地。”马学良告诉记者，县里组织了多场

“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邀请专家学者、
行业部门负责同志专题授课，全面增强
干部精准扶贫能力水平。

“目前，‘两不愁三保障’的突出问题
已基本解决，还得常常‘回头看’，抓实工
作细节。”马学良说，“全国上下都在关注
剩余贫困村、贫困户的脱贫，按期摘帽我
们很有信心！”

新华社北京 3月 10 日电 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
专门赴湖北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发
出“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
的总攻令，更加坚定了广大干部群众的
信心和决心。

“一鼓作气，咬紧牙关，坚
持到底”

当前，疫情蔓延扩散势头已经得到基
本遏制，防控形势逐步向好。广大医务
工作者“是最大的功臣”。

“习主席的到来，让我深深感到，党中
央和全国人民同我们站在一起！”火神山
医院重症医学一科护士长陈静自除夕夜
驰援武汉至今，已在这座英雄的城市里
连续奋战了 40多天。她和战友们不仅承
担专业救治工作，还负责患者的生活护
理、病区的消杀工作。

无惧生死，不计代价。陈静说：“当国
家和人民有需要，我们就要拿出子弟兵
的担当，用我们的医学专业技能报效国
家！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继续坚决
执行习主席的命令，不麻痹、不厌战、不
松劲，全力以赴救治患者、慰藉患者、服
务患者，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向党和人
民交出合格答卷。”

疫情防控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候，必须
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江苏省支援黄石医疗队前方指挥部
总指挥、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南医大附

属逸夫医院院长鲁翔深有感触地说：“气
可鼓不可泄。接下来我们面临的战斗仍
然十分艰苦。我们会继续坚守岗位，直
到战斗胜利的那一刻。”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斗中，千千万万平凡的医务
工作者，以默默无闻的奋斗和奉献，谱写
了可歌可泣的战“疫”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令武汉东湖新
城社区卫生服务站全科医生胡艾丽倍感
振奋。半个多月以来，在大家共同努力
下，社区保持无新增确诊病例。保持“战
绩”，胡艾丽很有信心。她说：“作为一名
基层社区医护人员，我会继续做好今后
的社区医卫工作，为广大居民做好服务，
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磨砺责任担当之勇、科学
防控之智、统筹兼顾之谋、组织
实施之能”

“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一个是医
院 救 死 扶 伤 阵 地 ，一 个 是 社 区 防 控 阵
地。”——武汉东湖风景区管委会下沉
到东湖新城社区的党员干部贾成员，对
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这句话深有体会。“总
书记强调社区工作的重要性，更让我感
到自身工作的意义所在。”贾成员说，今
后将更加主动为社区居民做好服务，期
待早日重见繁华的武汉。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重点在“防”。

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位于北京
市核心区，辖区内既有著名的文化旅游
区，也有人口密度较大的居住区。疫情发
生以来，由区里下沉干部、街道下沉干部、
党员志愿者等共同组成了近千人的一线
防控队伍，做好社区封闭、站岗值守等各
项工作。大栅栏街道工委书记李婕说，我
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
引，持之以恒不松劲，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有经验，也
有教训。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上海黄
浦区南京东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袁登全
深感重任在肩。“这次疫情也是对社区治
理能力、日常工作基础、干部队伍战斗力
的一次严峻考验和深度体检。我们街道
老旧小区多、返沪租客多、流动人员多，
社区防控任务十分繁重。我们将把社区
防控措施落实到每个细节，不漏过每一
个角落，工作细致些、再细致些，把一些
薄弱环节弥补好、改进好，力争在这次大
考中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袁登全说。

“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

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社区警务
室的情景，武汉东湖新城社区民警李等
军表示：“总书记非常关心基层民警的工
作和生活。听完总书记的话，我们更觉
责任重大。社区是疫情防控的最前线，
我们会继续依法防控，确保社区各项措

施落实。”
自疫情发生以来，东湖新城社区 90

后志愿者黄颖一直为社区居民物资的配
送奔波。“生于斯、长于斯，武汉的年轻
人，本就应该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总书
记的到来，更让我坚定了战斗到底的决
心。我会继续服从社区协调安排，做好
志愿服务，为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
战尽一份力。”黄颖说。

疫情防控这根弦依然不能松，但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同样迫在眉睫。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中提出，要在加强防控的前提
下，采取差异化策略，适时启动分区分级、
分类分时、有条件的复工复产。这既是对
湖北武汉的要求，也是对全国的要求。

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南
京第一批复工企业之一。公司总工程师
陈祥峰说，从只开 20％的生产线到目前
已完全恢复常态，企业正加足马力，争分
夺秒将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让我们复工企业更明确了
努力方向。”

春耕农忙正当时，云南省会泽县大
海乡小江村努力统筹疫情防控与脱贫攻
坚。

“总书记说，统筹抓好春耕生产、农民
就业增收等工作，坚决抓好脱贫攻坚各
项任务，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指引。”小
江村党支部书记顾学波说，“我们一定统
筹抓好春耕生产、农民就业增收等工作，
确保取得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向党和
人民交出合格的答卷。”

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湖北武汉考察为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指明方向

履职尽责不辱使命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顽强奋斗夺取全面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