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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北京3月6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6日在京出席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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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
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
意、不能放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顽
强奋斗，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
脱贫攻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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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汪洋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
开，在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以及中西部 22 个省区市所辖市
（地、州、盟）、县（市、区、旗）设分会
场。各省区市提供书面发言。云南
怒江州委书记纳云德、新疆和田地
委书记杨发森、河南兰考县委书记
蔡松涛、广西大化县委书记杨龙文、
贵州赫章县委书记刘建平通过视频
会议系统先后作了发言。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
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这次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脱贫攻坚方面最大规模的会
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当前
形势，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凝
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
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党全国
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国脱贫攻坚
取得决定性成就。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接近完成，贫困人口从 2012年年
底的 9899 万人减到 2019 年年底的
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
0.6%，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
决。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度提
高，自主脱贫能力稳步提高，贫困群
众“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
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贫困地
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群
众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
通信难等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
题普遍解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
住房安全有了保障。贫困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明显加快，基本公共服务
日益完善，贫困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基层组织得到加强，基层干部本领
明显提高。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
后，我国将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
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
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
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强调，我们在脱贫攻坚
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彰显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的政治优势。这些成绩的取
得，凝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
和心血，是广大干部群众扎扎实实
干出来的。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
广大脱贫攻坚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
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脱贫攻坚战不是轻
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必须高度
重视面临的困难挑战。剩余脱贫攻
坚任务艰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的
挑战，巩固脱贫成果难度很大，部分
贫困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脱贫
攻坚工作需要加强。今年是脱贫攻
坚战最后一年，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
影响，各项工作任务更重、要求更高。
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不移把党中央
决策部署落实好，确保如期完成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

习近平强调，要继续聚焦“三区
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落实脱贫攻
坚方案，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狠抓政策落实，攻坚克难完成任务。
对 52个未摘帽贫困县和 1113个贫
困村实施挂牌督战，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要较真碰硬“督”，各省
区市要凝心聚力“战”，啃下最后的
硬骨头。要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
果，防止反弹。对没有劳动能力的
特殊贫困人口要强化社会保障兜
底，实现应保尽保。

习近平指出，要落实分区分级
精准防控策略，努力克服疫情影响。
疫情严重的地区，在重点搞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可以创新工作方式，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没有
疫情或疫情较轻的地区，要集中精
力加快推进脱贫攻坚。要优先支持
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在企业复工
复产、重大项目开工、物流体系建设
等方面优先组织和使用贫困劳动
力，鼓励企业更多招用贫困地区特
别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人员，通过

东西部扶贫协作“点对点”帮助贫困
劳动力尽快有序返岗。要分类施
策，对没有疫情的地区要加大务工
人员送接工作力度。要切实解决扶
贫农畜牧产品滞销问题，组织好产
销对接，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利用互
联网拓宽销售渠道，多渠道解决农
产品卖难问题。要支持扶贫产业恢
复生产，做好农资供应等春耕备耕
工作，用好产业帮扶资金和扶贫小
额信贷政策，促进扶贫产业持续发
展。要加快扶贫项目开工复工，易
地搬迁配套设施建设、住房和饮水
安全扫尾工程任务上半年都要完
成。要做好对因疫致贫返贫人口的
帮扶，及时落实好兜底保障等帮扶
措施，确保他们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习近平强调，要多措并举巩固
成果，加大就业扶贫力度，加强劳务
输出地和输入地精准对接，稳岗拓
岗，支持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尽
快复工，提升带贫能力，利用公益岗
位提供更多就近就地就业机会。要
加大产业扶贫力度，注重长期培育
和支持种养业发展，继续坚持扶贫
小额信贷，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扶持力度，确保稳得住、有就业、逐
步能致富。

习近平指出，要保持脱贫攻坚政
策稳定，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贫
困人口，要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
定，扶上马送一程。过渡期内，要严
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
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
要求，主要政策措施不能急刹车，驻
村工作队不能撤。要加快建立防止

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
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疫情或其他
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户加强监
测，提前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习近平强调，要严格考核开展
普查，严把退出关，坚决杜绝数字脱
贫、虚假脱贫。要开展督查巡查，加
强常态化督促指导，继续开展脱贫
攻坚成效考核，对各地脱贫攻坚成
效进行全面检验，确保经得起历史
和人民检验。

习近平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
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
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
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
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
总的要有利于激发欠发达地区和农
村低收入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有
利于实施精准帮扶，促进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

习近平强调，脱贫攻坚越到最
后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各级
党委（党组）一定要履职尽责、不辱
使命。中央财政要继续增加专项扶
贫资金规模，各级财政也要保证脱
贫攻坚的资金需求。要加大财政涉
农资金整合力度，加强扶贫资金监
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对
已经实现稳定脱贫的地方，各地可
以统筹安排专项扶贫资金，支持非
贫困县、非贫困村的贫困人口脱贫。
要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
定点扶贫，帮助中西部地区降低疫
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要立足国家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化区域合作，

推进东部产业向西部梯度转移，实
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
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共同发展。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扶贫领域
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减轻基层负担，做好工作、生
活、安全等各方面保障，让基层扶贫
干部心无旁骛投入到疫情防控和脱
贫攻坚工作中去。要加强脱贫攻坚
干部培训，确保新选派的驻村干部
和新上任的乡村干部全部轮训一
遍，增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能力。

汪洋在主持会议时表示，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
脱贫攻坚取得的成绩，深刻分析了
脱贫攻坚面临的形势，对加强党对
脱贫攻坚的领导、高质量完成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提出明确要求，具有
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进一步坚
定了全党全社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信心决心。各地区各部门要认
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充分认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
重要性艰巨性紧迫性，对标对表党
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全面
排查梳理今年工作任务，克服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坚持目标导向、问题
导向和结果导向，倒排工期、强力推
进，层层压实责任，级级传导压力，
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确保
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向
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处书记出席座谈会。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负
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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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洋主持

■ 记者 杨振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从北京、上海、青海、内
蒙古、云南、吉林等6省（自治区、直
辖市）征召 65 名志愿者，组成中国
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驰援武汉。

这支队伍中，有 14位女性医护
人员。她们是父母心中乖巧可爱的
女儿，丈夫心中温柔贤惠的妻子，孩
子心中和蔼可亲的母亲，全国人民
心中的逆行勇士。

一声令下，她们义无反顾奔向武
汉，投入这场惊心动魄的疫情防控阻
击战，与时间竞速，与病毒赛跑。

“你在武汉，是国家的女儿”

武汉告急！湖北告急！
红十字人，出发！
登上火车，阿拉坦给妈妈打了

个电话：“妈妈，我们就要去武汉
了。”

“在家，你是妈妈的女儿，去了
武汉就是国家的女儿。”临行前，妈
妈亲手为她缝制了一个精致的红色
荷包，里面装着蒙药“那格布”，阿拉
坦一直小心地带在身上。清香扑鼻
的“那格布”是家乡的气息，也是妈
妈的味道。

第一次参加转运任务，阿拉坦
连续工作 23小时，期间换了 3次防
护服，不敢多吃饭，更不敢多喝水。
她穿着纸尿裤转运了 33 名新冠肺
炎患者，其中有两名危重症患者。

不管工作多忙，阿拉坦都会抽
时间给妈妈报平安，“哪怕一句话也
行，她就安心了”。

接到出征命令后，阿拉坦剪掉

了一头乌黑的长发，更显英姿飒爽。
“阿拉坦”在蒙语中意为“金子”，如
今，这块“金子”正在抗疫一线闪闪
发光。

14位巾帼英雄，个个是身经百
战的精兵强将。

17年前，陈辰冲在抗击“非典”
一线；17年后，她千里驰援武汉。

2 月 9 日上午 11 点，陈辰得到
紧急驰援武汉的命令。得知女儿要

去前线的消息后，母亲万般不舍，泣
不成声。陈辰安慰妈妈：“您放心
吧，我是党员，组织派我去是对我的
信任，也是对我的考验。”

看着年迈的父母和女儿依依不
舍的眼神，这个一贯坚强的姑娘落
泪了。她说：“我保证完成任务，平
平安安回来。”

一次转运任务中，患者出现呼
吸困难和咳血症状，陈辰立刻给患

者吸氧，并将其头部偏向一侧以防
窒息，随后用吸痰器帮助患者吸痰。

转运结束后，陈辰的手套和防
护服上沾满了患者咳出的血液和痰
液。她说：“当时没想太多，事后越
想越怕。”

所有担忧都在事后。但是，一
旦披上白色战袍面对患者，她们却
从来不知什么是害怕。

（下转二版）

抗疫一线的巾帼英雄
——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中的“半边天”

3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内蒙古队的男队员们购买了蛋糕和鲜花，为女队员们过了一个特别
的“女生节” 张双林/摄

本报讯（宗红）3月7日下午，
应伊拉克红新月会请求，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派遣志愿专家团队一行
7人从广州飞赴巴格达，携带核酸
检测试剂盒等医疗用品和设备、中
成药等人道救援物资，支援伊拉克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志愿专家团队由广东省红十
字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
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等单位的人员组成。

志愿专家团队临行前，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

会长陈竺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初期，国际社会通过各种渠道向
中国疫情防控提供了不同形式的
帮助，体现了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
的患难真情。随着中国国内疫情
逐步得到控制和其他国家疫情的
发展，中国红十字会向有关国家伸
出援手，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同样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体现了中方与国际社会携手合作
应对挑战的意愿和决心。

截至 3月 7日，伊拉克境内共
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6例，死亡4
例，呈多点爆发趋势。

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专家团赴巴格达支援伊拉克疫情防控

本报讯（宗红）3月2日，驻伊
朗大使常华和中国红十字会志愿
专家团会见伊红新月会会长佩拉
维。

常华表示，中方感谢伊方对中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给予的有力
支持，伊援助中方的第一批医疗物
资就是伊红新月会提供的。近来
伊朗疫情加剧，中方感同身受。我
们相信在伊朗政府和人民的共同
努力下，伊方能够早日战胜疫情。
中方已向伊方提供了一批援助物
资，又派出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专家
团，支持伊方抗击疫情。相信我们

共同战胜疫情之后，中伊友好感情
会进一步加深，两国各领域交往合
作会更加活跃。

佩拉维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伊中两国一直相互支持，相
互帮助，共同抗击疫情。伊方有信
心控制疫情进一步扩散，中方的有
关经验十分宝贵，伊方希望继续同
中方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应对挑
战。

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专家团与
伊红新月会官员就疫情防控工作
深入交换意见。

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专家团与伊朗红会深入交流疫情防控

本报讯（宗红）3月2日，蒙古
国红十字会向内蒙古红十字会捐
赠20000只口罩。

该批口罩从二连口岸公路货
运通道入境，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第一时间启动援助物资入境勤

务方案，开通防疫物资绿色通道，
实行“零延时”边检验放，确保运输
抗疫物资车辆安全快捷通关。

在疫情暴发的危难时刻，蒙古
国采取多种方式支援中国，尽力保
障中欧班列、经贸物流正常往来。

蒙古国红十字会向中国捐赠2万只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