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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贏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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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二次會議25日上午在京開幕，議題是圍繞

「解決深度貧困地區脫貧問題」協商建

言。本次常委會議為期三天，常委會組成

人員圍繞四個專題進行討論。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開幕

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胡春華應邀出席會議並作報告。胡春華指

出，要集中力量推進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

堅，加大財政、金融、土地等政策傾斜支

持力度，加快改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

增強自我發展能力，全面完成脫貧攻堅目

標任務。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

全國政協系統黨建工作座談會舉行

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媒體實地體驗晉中發展

■■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2525日在京開幕日在京開幕。。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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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華在報告中指出，黨的十八大以
來，在習近平扶貧思想科學指引下，

脫貧攻堅取得了決定性進展，創造了我國減
貧史上最好成績，但脫貧攻堅任務仍然十分
艱巨。
胡春華指出，如期打贏三年脫貧攻堅戰，
必須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部署，堅持目
標標準，貫徹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
扎實推進產業扶貧、就業扶貧、異地扶貧搬
遷、生態扶貧、東西部扶貧協作、綜合保障
扶貧等重點舉措。要打造過硬攻堅隊伍，加
強作風建設，完善督戰機制，做好風險防
範，激發貧困群眾內生動力，為脫貧攻堅提
供有力保障。要集中力量推進深度貧困地區
脫貧攻堅，加大財政、金融、土地等政策傾
斜支持力度，加快改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

務，增強自我發展能力，全面完成脫貧攻堅
目標任務。

最大限度凝聚共識
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慶黎主持開幕會。他指

出，脫貧攻堅已經到了決戰決勝階段，打贏
深度貧困地區脫貧這場硬仗中的硬仗，需要
我們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識、凝聚人心、凝聚
智慧、凝聚力量。希望常委會組成人員暢所
欲言、各抒己見，為解決深度貧困地區脫貧
問題、打贏脫貧攻堅戰建言獻策。
2017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山西太原主

持召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集中
研究破解之策，提出合理確定脫貧目標、加
大投入支持力度等8條要求，向全黨全社會
發出攻克深度貧困堡壘的進軍令。

脫貧攻堅歷來是全國政協關注的重點。在
此次專題議政性常委會議召開之前，全國政
協副主席盧展工、楊傳堂、巴特爾、汪永
清、鄭建邦等即圍繞這一主題分別從不同角
度率隊開展調研，為會議做好充分的前期準
備。

創新體制機制發展特色產業
當前，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已進入攻堅

拔寨的衝刺期，如何使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的
能力固本培元，實現穩定的收入來源，發展
產業首當其衝。全國政協委員張力認為，深
度貧困地區多是山區，建議國家能關注山地
特色農業發展科技支撐引領問題，創新體制
機制，為科研人員進行基層技術指導、科技
示範推廣培訓等創造條件。

委員們建議，國家有關方面應組織強有力
的科技團隊，就地方適合種植養殖的品種進
行集中攻關。發展特色產業，要將科學的眼
光、市場的取向和農民的意願相結合，還要
為產業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建立風險分擔機制
在寧夏、廣西等多地調研中，委員們了解

到，當前國家對建檔立卡貧困戶實行「5萬
元以下、3年期以內、免擔保免抵押、基準
利率房貸、財政貼息、縣建風險補償金」的
扶貧小額貸款政策，伴隨着生產發展的擴
大，大部分農戶對5萬元的授信額度開始
「不滿足」，要實現穩定可持續脫貧，進一
步加大金融扶貧力度是地方各方的呼聲。
全國政協常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

呂忠梅認為，應充分利用起銀行小額信用貸
款政策，延長其金融貸款還款期限，提高其
擴大產業規模所需資金量。委員們建議，應
建立風險分擔機制，創新資金使用機制和信
貸服務方式，積極開展守信評級，增強金融
保險的聯動，有效調動更多的金融資源參與
扶貧。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全國政協系統黨的
建設工作座談會22日至23日在京舉行。這也是建
國以來，首次在政協系統研究黨的建設。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黨組書記汪洋出
席會議並強調，加強政協系統黨的建設，關係人
民政協制度優勢和我國政治制度整體效能的發

揮，關係堅持和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場偉
大社會革命的進程。
汪洋指出，要深入學

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
黨的十九大精神，按照
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
求，全面推進政協黨的
建設，發揮各級政協黨
組領導核心作用、基層
黨組織戰鬥堡壘作用、
共產黨員先鋒模範作
用，把黨中央決策部署

和對政協工作要求落實下去，把海內外中華兒女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智慧力量凝聚起來，為實現
黨的十九大確定的目標任務而奮鬥。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政協和地方各級政協黨組

織高度重視黨建工作，落實和完善黨建工作制度，
廣泛開展具有政協特點的組織建設和活動，黨的全

面領導在人民政協得到加強。
汪洋並指出，政協黨的建設也存在思想認識不到

位、組織設置不健全、政協特點不突出、黨員委員
作用發揮不充分等問題，需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切
實加以解決。

為黨做好凝心聚力工作
汪洋強調，政協系統黨建工作必須結合實際，貫

徹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要加強政治建設，
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
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
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加
強思想建設，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武裝頭腦，引導政協組織中的共產黨員牢記黨的
宗旨、堅定理想信念，為黨做好凝心聚力工作。要
加強組織建設，健全組織網絡，更好發揮政協黨組
織的整體功能。要加強作風建設，鍥而不捨落實中
央八項規定精神，弘揚求真務實、民主協商的作
風。要加強紀律建設，堅決反對個人主義、分散主
義、自由主義。

北京：設「創新小區」留住人才

全國政協常委會建言解決深度貧困地區脫貧

■■66月月2222日至日至2323日日，，全國政協系統黨的建設工作座談會在北京舉行全國政協系統黨的建設工作座談會在北京舉行。。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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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于珈琳瀋陽
報道）遼寧省8個民主黨派22日聯合召開新聞發佈
會，對外公佈近年在多領域的履職成果。記者從發
佈會上了解到，到2017年底，包括民革遼寧省
委、民盟遼寧省委等在內的8個民主黨派在遼寧共
有成員66,325人，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有企業
改革發展、振興實體經濟等遼寧經濟社會發展中的
重點問題深入調查研究，積極參政議政，並在民主
監督、社會服務等多個工作領域開展了富有成效的
工作。
遼寧統戰部聯合民革、民盟、民建、民進、農工
黨、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盟遼寧省委的新聞發言
人當日首次集體亮相該省政府新聞發佈會。遼寧省
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馬輝介紹，到2017年底，遼寧
共有92個地市級委員會，8個縣區級委員會，2,616
個基層組織。

民革持續五年聚焦營商環境
近年，民革遼寧省委聚焦遼寧振興發展全局性、
戰略性和前瞻性問題，發揮社會法制、三農等界別
特色，扎實開展近百項重點課題調研，多項調研成
果獲得國家和省級領導批示。特別是對於近年輿論
熱點的營商環境建設工作，已進行了持續五年的調
研，在今年3月召開的遼寧省黨外人士調研成果協
商座談會上提交了《圍繞振興發展突破口深入調
研，持續推動我省營商環境建設》的調研報告，得
到中共遼寧省委、省政府領導的批示和有關部門的
高度重視。
民革遼寧省委副主委趙澍在當日記者會上回答記

者提問時表示，民革在聚焦遼寧實施「五大區域發
展戰略」、推進「一帶五基地」建設、打好「三大
攻堅戰」中，圍繞營商環境建設、鄉村振興戰略、
脫貧攻堅、康養產業發展、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教
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重大課題開展了廣泛調查研
究。其中，今年民革遼寧向中央推薦的課題「渤海
海峽跨海通道建設」意見已被列為民革中央的重大
調研課題。

民建農工黨致力服務扶貧攻堅
在2020年前完成脫貧攻堅任務是黨中央、國務院
的重大戰略部署。民建和農工黨遼寧省委新聞發言
人分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該兩黨派成員致力
在遼開展扶貧幫困、服務脫貧攻堅。
民建遼寧省委充分發揮與經濟界密切聯繫的優

勢，堅持扶貧「輸血」「造血」相結合，2017年至
今，累計為鐵嶺西豐縣基礎設施建設及產業基建捐
資32.1萬元（人民幣）。農工黨遼寧省委則通過智
力幫扶結合不同地域開展工作，連續開展社會服務
品牌活動「保健康、促春耕」十餘年。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政協北京市第十三
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近日召開。會議主
題圍繞「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為首
都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開展。綜合北京市政協
官網消息及《北京青年報》報道，3月份以來，北京
市政協共收到圍繞科創中心建設的建議48份。有委
員建議，圍繞大型科技領域企業建立「創新小區」，
配套教育、醫療、交通等社會資源，從而留住人才。
3月份以來，北京市政協就開始圍繞科技創新中
心建設開展了系列學習、調研和協商活動。截至
目前共收集到委員關於科創中心建設的意見建議
48份，其中包括全國政協委員提交的意見建議7
份，這些意見建議正在報送市委市政府。
北京市政協委員、360企業安全集團董事長齊向東

表示，企業能給到核心人才的社會資源配套不足，

有關人才住房、醫療、子女教育等問題亟待解決。
建議政府圍繞大型科技領域企業建立「創新小區」，
借鑒房地產建高檔社區的做法，配套教育、醫療、
交通等社會資源。對於規模還不夠大但成長速度極
快的「準」大型科技企業，可以採取組團建設小區
的方式，從而形成高質量的高科技產業集群。
有委員在建議中提到，可採用「企業吹哨、政
府報到」的形式，加大對民營經濟中行業龍頭企
業的精準服務和支持，為此建議政府加快制定創
新型企業培育壯大計劃、北京市新興行業登記指
導目錄等，形成高精尖企業登記註冊正面清單，
支持一批行業領軍企業、獨角獸企業和隱形冠軍
企業發展壯大；加大對集成電路龍頭企業，尤其
是芯片企業的大力支持；研究編製北京市高精尖
產業項目優選清單。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馬曉芳山西
報道）「愛上晉中．走近晉商故里——紀念改革開
放40周年媒體晉中行」大型主題採訪活動近日在山
西晉中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三十多家媒體記者實
地探訪了晉中城區建設和下屬的太谷縣、平遙縣等
地。啟動儀式現場，晉中市委書記王成宣佈媒體行
啟動，晉中市政協副主席鹿建平為媒體行授旗。活
動由中共晉中市委、晉中市人民政府主辦，晉中市
委宣傳部承辦。
晉中地處山西中部，因地處「三晉之中」而得

名。在媒體行活動中，記者們深入晉中城市規劃展
示館、晉中經濟技術開發區、山西農谷、晉中市民

之家、晉中大學生創業園等地，從轉型綜改、鄉村
振興、能源革命、創業創新、脫貧攻堅、城市建
設、社會民生等方面全方位體驗晉中改革開放40
年以來的發展變化和成就。
晉中市榆次區政協原委員、返鄉創業新型職業農

民武祝琴說，放棄服裝設計行業投身農業，一個重
要原因就是自己對農村和農業的深厚感情，「我家
三代果農，與蘋果有很深的淵源，所以才把全部的
熱情投入到蘋果上，希望自己可以帶領更多農民富
起來。」她介紹說，有很多香港客戶非常喜歡自家
的蘋果，希望通過香港的國際化平台讓她的蘋果走
得更遠，走向世界。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由民
進中央、全國政協人資環委、長江水
利委員會主辦的2018．長江保護與發
展論壇近日在江蘇南京舉行。全國人
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蔡
達峰出席論壇開幕會並指出，長江保
護與發展的任務長期而艱巨，參政黨
建設的任務也是長期而艱巨。要樹立
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功成不必在
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
的歷史擔當，準確把握新時代長江保
護與發展的新要求，準確把握參政黨
建設新要求，通過自身思想認識的提
高，努力增進更廣泛的共識，努力提
出更優質的建言。
蔡達峰表示，民進關注長江保護和
發展，當下的首要任務是深刻理解習
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把講話
的精神實質學懂弄通，以此指導民進
在長江保護與發展問題上的參政議
政。長江經濟帶發展要堅持以「共抓
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為導向。「大
保護」是導向、是前提，「生態更優
美」是擺在第一位的目標，這是新發
展理念的體現，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
想的體現，是新時代長江經濟帶發展
的根本遵循，必須切實得到貫徹。
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進中央常務副主
席劉新成指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
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的根本遵
循，而習近平同志關於長江經濟帶「共
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重要指示，
正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的重要一環，
要認真學習領會，切實踐行。

■■遼寧省遼寧省88個民主黨派個民主黨派2222日聯合召開新聞發佈會日聯合召開新聞發佈會，，對外公佈近對外公佈近
年在多領域的履職成果年在多領域的履職成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