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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脫貧需下「繡花」功
強調全過程都要精準 重農是固本安民之要

習近平走進會場時，身着民族服裝的藏族、
彝族、羌族代表向總書記問好。藏族、羌

族代表分別獻上了潔白的哈達和鮮艷的羌紅，表
達對總書記的敬意，祝福中華民族繁榮昌盛。習
近平請他們轉達對各族同胞的祝福。會上，六位
代表先後圍繞推進四川改革發展、加強災後重
建、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做好藏區經濟社會發展
和藏傳佛教寺廟管理工作、打好彝區脫貧攻堅
戰、民營企業參與脫貧攻堅等問題發表意見。

培養新型職業農民
習近平認真聽取和記錄，不時詢問情況並同大
家討論，最後作了重要講話。習近平在肯定四川
一年來工作後強調，要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堅定不移打贏脫貧攻堅戰，扎實開展創
新創造，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統籌做好穩
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各項工
作。習近平指出，重視農業，夯實農業這個基
礎，歷來是固本安民之要。
習近平指出，中國農業農村發展已進入新的歷
史階段，農業的主要矛盾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
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必須深入推
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
展新動能，開創農業現代化建設新局面。要堅持
市場需求導向，主攻農業供給質量，注重可持續
發展，加強綠色、有機、無公害農產品供給，提
高全要素生產率，優化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
系、經營體系，形成農業農村改革綜合效應，推
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就地培養更多愛農業、懂技
術、善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

因地制宜做細做精
習近平說，雖然很多時候我們強調規模經營，
但也要看到，在一些地方，家庭規模的經營相當
一段時間內還會存在。在浙江、福建，很多地都
是分散的、零碎的，有的梯田叫斗笠田，一個斗
笠就能蓋住。青蛙一跳過三丘，一跳跳過三塊
田。所以要因地制宜，根據實際情況做細做精農
業。
習近平指出，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
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是我們黨立下的軍
令狀。脫貧攻堅越往後，難度越大，越要壓實責
任、精準施策、過細工作。要繼續選派好駐村幹
部，整合涉農資金，改進脫貧攻堅動員和幫扶方
式，扶持誰、誰來扶、怎麼扶、如何退，全過程都
要精準，有的需要下一番「繡花」功夫。防止返貧
和繼續攻堅同樣重要，已經摘帽的貧困縣、貧困
村、貧困戶，要繼續鞏固，增強「造血」功能，建
立健全穩定脫貧長效機制，堅決制止扶貧工作中的
形式主義。

李克強：企業降費是動刀子的改革

聞「懸崖村」建鋼梯
揪心之感稍鬆

� /= 「第十
三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婦女代
表 的 比 例 要 比 上 屆 有 所 提
高」，全國人大常委會昨日遞
交大會審議的《第十三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和選舉
問題（草案）》中的這一句，
於全國婦女而言，無疑是一份
不錯的婦女節禮物。
增加婦女代表比例，意味着

會有更多女性，可以參與到中
國最高權力機關之中商討國
是，為國家和民族貢獻自己的
聰明才智。筆者翻看過往的記
錄，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代
表中，婦女僅佔12%，到現在
的十二屆，這一比例已經超過
了23%。這也說明，過去新中
國成立60多年來，中國婦女的
地位一直在不斷提升。但同
時，筆者也注意到，十年前，
十屆全國人大就曾規定，十一
屆全國人大女性代表的比例不

低於22%，這一目標在那一屆
未能實現。一直到五年後的第
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中，
婦女代表的地位才達到並略微
超過了這一比例。即便如此，
這也與聯合國確定的女性在權
力機構中佔比30%的目標，仍
存在差距。
「都說婦女能頂半邊天，就

中國國情而言，男女各半的比
例短時期內還難以達到，但如
果在全國人大代表中，有百分
之三十的比例是婦女，我想全
國的女性都會感到高興」。來
自青海的女代表程蘇，在人民
大會堂裡興奮地對筆者說。不
過，同為女性的筆者倒不以為
然，700多萬人口的香港，回
歸20年，都有望產生首位女特
首。國內女性人數超過六億
多，全國人大代表不足 3,000
人。要從六億人中選出 1,500
個女性人大代表，應該不是太
難的事吧。 ■記者 馬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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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對於農業工作的發言要點
1、中國農業的主要矛盾由總量不足轉變
為結構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

2、要堅持市場需求導向，主攻農業供給
質量

3、就地培養更多愛農業、懂技術、善經
營的新型職業農民

4、要因地制宜，根據實際情況做細做精
農業 資料來源：央視網、新華社

香港文
匯報訊 據
新華視點

微博、中新網及《華西都市報》報
道，在參加四川代表團審議時，習
近平說，曾在電視上看到有關「懸
崖村」的報道，特別是看着村民們
的出行狀態，感到很揪心。了解到
當地建了新的鋼梯，心裡稍稍鬆了
一些。
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國最大

的彝族聚集區，現在還有1,618個
貧困村，52.83萬貧困人口。習近平

所說的「懸崖村」位於涼山州昭覺
縣，這條村處於美姑河大峽谷斷坎
岩肩斜台地，所在位置就像三層台
階的中間那級，海拔1,400多米，
與地面垂直距離約800米，村裡通
向外界需要順着懸崖斷續攀爬17條
籐梯。支爾莫鄉黨委書記去年接受
媒體訪問時說，他知道在這條路上
摔死的人有七八個，有村裡的人，
也有外來的人，而摔傷的人更多。

吸引旅業投資 圓當地致富夢
相關報道去年見諸媒體後，立

刻引起重視。去年8月，州、縣兩
級財政共投入了100萬元（人民
幣，下同），開始啟動修建鋼
梯，11月，鋼梯完工投入使用。
村民說，這些鋼管牢牢焊入懸
崖，一共組成 21 段、767 級台
階。整個鋼梯用了大約1,500根、
40 多噸鋼管，光是固定用的扣
件，就用了6,000多個。上月又傳
來了令全村振奮的好消息：村子
將進行旅遊開發，打造成為景
區。以後，村民們不搬遷，在村
裡就能實現掙錢的夢想。

今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重點立法工作
1、貫徹中央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決策部署。
將行政監察法修改為國家監察法，為構建集中統
一、權威高效的國家監察體系提供法治保障。

2、圍繞構建發展新體制完善法律制度。在民法總
則出台後，加快推進民法典各分編的編纂工作，強
化對民事權利的保護。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制定煙
葉稅法、船舶噸位稅法等單行稅法。制定電子商務
法，修改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小企業促進法、農民
專業合作社法、證券法、標準化法等，着力健全現
代市場體系。

3、加強社會、文化、生態等方面法律制度建設。
完善社會治理體制、推進健康中國建設、保障人民
文化權益：制定社區矯正法、基本醫療衛生法、公
共圖書館法。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制定土壤污染防
治法，修改水污染防治法。制定核安全法、國家情
報法、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修改測繪法。修改人
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

整理：記者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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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記者 張帥

代表團全體會議，審議全國
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

記者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
工委副主任張榮順等就「民
法總則草案與人大立法工
作」答記者提問

記者會：國務院國資委主任
肖亞慶等就「國企改革」答
記者提問

代表小組會議，審議全國人
大常委會工作報告

記者會：環保部部長陳吉寧
就「加強生態環境保護」答
記者提問

小組會議，討論民法總則草
案

記者會：黃潔夫、王文彪、
許家印、胡曉義、李彥宏等
政協委員談惠民生

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第二次
全體會議大會發言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網及中國
政府網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在廣西代表團
參加審議時指出，宏觀部門不僅要會
審批，更要學會監管，「政府不該管
的放給市場，該管的才能管的更
好」。
審議過程中，李克強說，依靠改革
開放增強發展動力，深化「放管服」
改革，把政府不應拿的權力放掉，管
住管好該管的事，更加主動為企業服
務，營造良幣驅逐劣幣的公平環境。
「監管也是改革。政府不該管的放給
市場，該管的才能管得更好。」李克

強昨日在廣西團說，「市場最渴望公
平競爭環境，政府轉變職能就要把更
多精力轉向監管。宏觀部門不僅要會
審批，更要學會監管。去年查了個地
條鋼，比你批個鋼鐵項目震動可大多
了。」

改革再難也要回應人民
「不管是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還

是帶有壟斷性質企業的收費，降起來
哪是那麼容易的，這可是動刀子的改
革啊！要動奶酪，內部人員利益會作
很大調整，是要得罪人的。」李克強
說，「但這是人民的呼聲、市場主體

的要求，改革再難再痛我們也要進行
到底！」
廣西玉柴董事長晏平代表介紹，

「營改增」去年使他們減稅7,000萬
元（人民幣，下同）、五險一金下調
降費1,500萬元。總理聽了這個消息
表示「最高興」。他說，好事要傳千
里，因為它不僅能給國內外企業投資
信心，也能給政府部門動力，激勵我
們把好事辦到底。
李克強還談到，廣西給他留下的印

象不僅是山清水秀、民風樸實，更有
近幾年活力迸發的發展勢頭。「剛才
你們介紹說，廣西GDP發展到一萬億

用了62年，而從一萬億到兩萬億僅用
了6年。發展是解決一切矛盾、困難
和問題的基礎與關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兩會報道）依照規定，十二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到2018年3月任
期屆滿，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應
於2018年1月選出。關於第十三
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
的決定草案，昨日提請全國人大
會議審議。草案指出，下一屆全
國人大代表名額不超過 3,000
人，少數民族代表的名額應佔代
表總名額的12%左右，人口特少
的民族至少應有一名代表。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
書長王晨在作上述決定草案的說
明時指出，十二屆全國人大以
來，中國人口總數略有增加，但
總體結構變化不大，因此各省區
市應選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的
名額與十二屆相同。此外，解放
軍應選代表名額為265名，應選

歸僑代表35名，均與十二屆相
同。

人口特少民族至少一名
王晨表示，少數民族代表的名

額應佔總名額的12%左右，人口
特少的民族至少有一名代表，與
十二屆相同。除分配給少數民族
的代表名額外，各少數民族還可
以在各選舉單位的選舉中，被提
名為全國人大代表。
對於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選

舉，王晨還指出，婦女代表的比
例要較十二屆有所提高。此外，
基層代表特別是一線工人、農
民、專業技術人員代表的比例要
較十二屆有所提升，農民工代表
人數要有所增加，黨政領導幹部
代表的比例要有所降低。連任的
代表應佔一定比例。

下屆人大代表選舉
少數民族名額料佔12%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網及新華社

報道，昨日上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

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來到十二

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四川代表團參加審

議。習近平指出，脫貧攻堅全過程都要

精準，有的需要下一番「繡花」功夫。

■李克強昨日參加廣西代表團的審議。
中新社

■習近平到四川代表團參加審議。 網上圖片

■習近平收下羌族代表所送的羌紅。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