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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山西調研 商脫貧大計
要求完善配套扶貧措施 改善民眾生活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日前赴山西考察調研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進度，同幹

部、群眾一起共商脫貧攻堅大計。他肯定了當地通過「易地搬遷」改善

村民生活條件的思路，要求完善配套扶貧措施，使貧困群眾不僅改善居

住條件，還能穩定增收。

深度貧困地區是脫貧攻堅的「重中之
重，堅中之堅」。21日，習近平赴

山西忻州市岢嵐縣趙家窪村探望貧困群
眾。該村地處呂梁山區，溝壑縱橫、土地
貧瘠，生存條件十分惡劣，屬於典型的
「一方水土養不好一方人」的地區。

探望當地村民 肯定「易地搬遷」
習近平沿着村裡崎嶇不平的土路一連走
進三戶村民家中，察看他們的生活環境，
了解家庭致貧原因和穩定增收的可行性。
他肯定了當地通過「易地搬遷」改善村民
生活條件的思路，要求配套扶貧措施要跟
上，使貧困群眾不僅改善居住條件，還能
穩定增收。習近平又走進趙家窪村的一片
農田，察看玉米和芸豆的長勢，並向村民
了解了地膜的保墒作用。村支書表示，因
為乾旱，莊稼植株矮小，產量很低，村民
們靠「天」吃飯。
從趙家窪村出來，習近平來到一處已經
建好的易地扶貧搬遷集中安置點——宋家
溝新村。這裡與山溝裡的舊村莊形成了鮮
明對比。看着乾淨整潔的村容村貌和村民
們家中良好的生活條件，習近平倍感欣
慰。他表示，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就是黨中央的奮鬥目標，即要帶領大家一

心一意脫貧致富，讓人民生活越過越好，
「芝麻開花節節高」，請鄉親們同黨中央
一起，擼起袖子加油幹！

勉勵扶貧工作隊員深入農戶
此外，習近平還探望了岢嵐縣人大派駐
到趙家窪村的扶貧工作隊隊員，勉勵他們
深入農戶、扶貧助困。他強調，近年來我
們向基層派出第一書記、扶貧工作隊，還
建立了村官制度。這都是做好「三農」工
作特別是脫貧攻堅工作的組織舉措，也為
幹部鍛煉成長搭建了平台。我們要從他們
當中發現好同志、好幹部，並着力加以培
養。
山西省扶貧辦負責人表示，該省深度貧
困區主要集中在呂梁山、太行山兩大片
區。據了解，作為全國脫貧攻堅的重點省
份，山西今後4年要實現144.2萬人脫貧、
58個貧困縣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的
目標。在綜合考慮貧困人口規模等指標、
統籌評估自然條件等因素之後，山西確定
了偏關等10個縣為深度貧困縣；需要整自
然村搬遷的3,350個村為深度貧困村；因
病、殘、災和年齡等因素，家庭主要勞動
力失去勞動能力的貧困戶為深度貧困群
體。

南方日報：把軍民融合搞得更好更快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久
未公開現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於20日至
22日在貴州省檢查紀檢監察工作。
他指出，新一屆省區市紀委要深入
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
和中央紀委七次全會部署，牢固樹
立「四個意識」，當好政治生態
「護林員」，以新面貌、新氣象迎
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

從嚴治黨 深化「三轉」
據媒體日前報道，王岐山上一次
在媒體前公開露面，是在5月13日
於北京會見老撾人民革命黨總書
記、國家主席本陽·沃拉吉。
王岐山續指，要抓住「關鍵少

數」，把政治紀律突出出來，補齊
監督短板，樹立正確的選人、用人
導向，嚴把政治關廉潔關，營造風
清氣正的環境。要堅守監督執紀問
責的職責定位，緊盯黨內政治生
活，凈化政治生態，堅持懲前毖
後、治病救人的一貫方針，在理論
和實踐上體現出新發展、新變化。
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三
轉」也永無止境。深化轉職能，要
尊崇黨章、聚焦主業；深化轉方
式，用黨的紀律去衡量，改進工作
方法；深化轉作風，做到正人先正
己。要咬住政治巡視定位，及早規
劃新一屆省委巡視和市縣巡察工
作。黨中央作出深化國家監察體制
改革的決定，省區市黨委紀委要未

雨綢繆，關注試點地區改革進展，
統一思想認識，做好基礎工作，探
索執紀監督與執紀審查部門分設，
謀劃組織和制度創新，為構建黨集
中統一領導的反腐敗工作體系做好
準備。
王岐山進一步指出，信任不能代

替監督，黨把幹部放在領導崗位
上，首先是信任，其次是考驗和培
養。紀委書記要領好班子、帶好隊
伍，嚴格執行監督執紀工作規則，
真正體現制度的嚴肅性。黨要想實
現自我淨化、自我革新，就要把黨
內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結合起來。
信訪是反映群眾訴求的重要窗口，
要組織紀檢監察幹部到信訪室接
訪，接地氣、受鍛煉。

王岐山：當好黨內政治生態「護林員」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截至6月上旬，

解放軍全軍和武警部隊軍級以上單位紀檢監察機
關，普遍在旅團級單位建立基層風氣監察聯繫點。
按照「體現代表性、考慮覆蓋面」等原則，280

餘個軍級以上單位的紀委和紀檢部門、巡視工作辦
公室，在旅團級單位建立了387個基層風氣監察聯
繫點，覆蓋作戰部隊、教學科研機構、省軍區系
統、服務保障單位等領域。310多名紀委書記、副
書記明確了具體掛鈎單位。在陸軍、火箭軍、武警
部隊建立的聯繫點中，駐高原海島等邊遠艱苦地區
單位佔較大比例。
據了解，各聯繫監察人員點採取「不定時間、不

打招呼」或「直奔現場、直插末端」等方式，突出
幹部選用、兵員徵集、士官選取、演習考核等敏感
時段，積極推進常態化檢查、機動式巡查和跟進式
督察工作，每季度至少到聯繫點檢查督導1次。

軍級以上單位紀檢機關
建基層監察聯繫點

中國擬立國歌法 貶損奏唱或被拘留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昨

日發佈公告顯示，關停新浪微博、鳳凰網、ACFUN等網站
的違規視聽節目。
公告指出，該決定是依據自2008年1月31日起實施的

「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作出。上述網站不僅缺乏
播放網絡視聽節目的資格，還「大量播放不符合國家規定的
時政類視聽節目和宣揚負面言論的社會評論性節目」，因此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函各地管理部門要求關停相關服
務，並進行整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8次
會議昨日在北京開幕。會議將審議多部
法律草案，包括首次審議的《國歌法
（草案）》。《國歌法（草案）》明確
了七類應當奏唱國歌的場合，並禁止在
私人喪事活動等不適宜的場合奏唱、播
放國歌。在公共場合，惡意修改國歌歌
詞或者故意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

歌，損害國歌莊嚴形象的，由公安機關
處以十五日以下拘留。
中國分別於1990年和1991年制定

了國旗法和國徽法，直到此次會議
才開始進行國歌法立法。現實生活
中，國歌也未得到普遍尊重和愛
護。由於缺乏法律約束，社會上存
在隨意使用國歌、奏唱國歌不嚴肅
等問題。同時，國歌對青少年的教

育功能發揮得不夠充分。近年來，
特別是全國兩會期間，多位全國人
大代表、政協委員提出關於制定國
歌法的建議、提案，建議盡快填補
立法空白。
《國歌法（草案）》規定，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
表大會開幕會議、閉幕會議等七類場

合應當奏國歌。不得在私人喪事活動
等不適宜的場合奏唱、播放國歌。國
歌不得用於或者變相用於商標、廣
告、公共場所使用的背景音樂等。奏
唱國歌時，在場人員應當肅立，舉止
莊重。舉行升國旗儀式奏唱國歌時，
在場人員應當面向國旗，着制式服裝
的現役軍人等人員應當行舉手禮，其
他人員應當行注目禮。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主任習
近平日前主持召開中央軍民融合
發展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並發
表重要講話。習近平總書記強
調，各有關方面一定要抓住機
遇，開拓思路，把軍民融合搞得
更好一些、更快一些。《南方日
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
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深刻回答
了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原
則、方法、重點等一系列重大問
題，為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領
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度發展
格局、逐步構建軍民一體化的國
家戰略體系和能力提供了根本遵
循。
文章續指，軍民融合關乎國家安

全和發展全局，既是興國之舉，又是
強軍之策。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

必須立足國情軍情，走出一條中國特
色軍民融合路子，把軍民融合發展理
念和決策部署貫徹落實到經濟建設和
國防建設全領域、全過程。把軍民融
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正是立足國
情軍情的正確選擇。
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必須依靠

改革創新，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
治方式開展工作。改革創新是打破
軍民二元分離結構、推動軍民融合
深度發展的根本出路。充分釋放改
革創新的動能作用，要以擴大開
放、打破封閉為突破口，不斷優化
體制機制和政策制度體系，推動融
合體系重塑和重點領域統籌；要把
軍民融合發展戰略和創新驅動發展
戰略有機結合起來，加快建立軍民
融合創新體系，培育先行先試的創
新示範載體，拓展軍民融合發展新
空間，探索軍民融合發展新路子。
文章進一步指出，推進軍民融合

深度發展，必須向重點領域聚焦用
力，強化貫徹落實，把思想和行動
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基礎
設施建設和國防科技工業、武器裝
備採購、人才培養、軍隊保障社會
化、國防動員等領域軍民融合潛力
巨大，要強化資源整合力度，盤活
用好存量資源，優化配置增量資
源，發揮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最大
效益。海洋、太空、網絡空間、生
物、新能源等領域軍民共用性強，
要在籌劃設計、組織實施、成果使
用全過程貫徹軍民融合理念和要
求，抓緊解決好突出問題，加快形
成多維一體、協同推進、跨越發展
的新興領域軍民融合發展格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右
二）在貴州省檢查紀檢監察工作。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
21日上午前往山西省呂梁市興縣，參觀晉
綏邊區革命紀念館，向革命烈士敬獻花
籃。習近平指出，在革命戰爭年代，呂梁
兒女用鮮血和生命鑄就了偉大的「呂梁精
神」。黨要把這種精神用在當今時代發揚
光大，繼續為老百姓過上幸福生活、為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
在晉綏軍區司令部舊址，習近平同當年

在晉綏邊區參加對敵鬥爭的老戰士們親切
交談。習近平表示，「我是第一次來呂
梁，我心裡一直嚮往着晉綏根據地」。今
天，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正在為實現「兩個
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而奮鬥。我們一定不能忘記為革命成功
拋頭顱、灑熱血的前輩們，不能忘記為抵
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為建立新中國、為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貢獻的老同志

們。
據了解，晉綏邊區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

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之一，包括山西
省西北部和綏遠省東南部廣大地區。邊區
領導機關長期駐於興縣，邊區軍民廣泛開
展游擊戰爭，1937年冬至1944年春，邊區
軍民和日偽軍作戰逾10,100次，斃傷日偽
軍十萬零七百餘人，對奪取抗日戰爭的勝
利作出了貢獻。

弘揚「呂梁精神」為民眾謀福利

■■習近平習近平（（右二右二））探望貧困村探望貧困村
民劉福有一家民劉福有一家。。 新華社新華社

小啟
因版面安排關係，「神州大

地」今日暫停一期。

2014年底安徽省青年創業引導資金落戶合肥市高
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通過省市區合作、風險共擔方
式，探索市場化方式扶持青年創新創業的新模式。
經過兩年半的試點運作，目前該引導資金累計已支
持項目338個，直接支持金額2.2億元（人民幣，下
同），直接帶動就業7000餘人。2017年6月12日，
安徽全省青年創業引導資金試點工作現場會在合肥
高新區召開，會議充分肯定了合肥高新區在青創資
金運作上的成功探索。

政府增信為市場補位
合肥華思電子技術有限公司成立於2014年9月，因

研發需要，青創資金在該公司成立之初給予20萬元
貸款支持，並提供項目路演、商業輔導等服務。目
前該企業虹膜識別項目已完成核心技術開發，擁有
虹膜識別技術自主核心算法及硬件產品。

針對創業貸款風險大，成本高，銀行放貸積極性
低，安徽青創資金切入市場 「痛點」，在銀行設立
6000萬元的資金池，對創業貸款進行增信背書和風
險分擔，彌補市場對創新創業的風險承受。政府與
合作銀行簽訂協議，通過協議約束雙方權利和義

務，提高社會資本合作的積極性。目前，安徽青創
資金已直接撬動合作銀行貸款2.2億元，帶動股權投
資、銀行貸款等其他社會資本1.5億元，財政資金放
大倍數已達6倍以上。

精準解決雙創企業融資難題
安徽青創資金於2015年3月幫助徽遠公司成功獲批

100萬元信用貸款，以緩解其公司資金鏈緊張。2015
年7月，徽遠成正式登陸新三板。據介紹，由安徽青
創資金 「創意貸」和 「助跑貸」提供的5-300萬信貸
產品，滿足了85%以上初創期小微企業的資金需求。
其中，有兩組數據能充分說明青創資金在扶持創新
創業的 「含金量」，即80%的企業是首次獲得銀行貸
款，80%的企業是100萬以內中小額貸款；100%企業
的創始合夥人中都有70、80後甚至90後的青年創業
者身影；100%企業都是中小企業。

另據統計，2016年，安徽青創資金扶持項目銷售
收入達到16.13億元，上繳稅收4072萬元，職工人數
為 4173 人 ， 分 別 同 比 增 長 41.60% 、 66.74% 、
34.85%。 文：嚴曉娟、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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