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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
民智慧和力量凝聚起來，同心同德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
汪洋指出，新中國成立 70 年來，我國
民族工作堅持從實際出發，在實踐中不斷
創新發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斷煥發新
優勢，民族地區各項事業不斷實現新跨
越，中華民族大團結不斷得到新發展，譜
寫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為輝煌燦爛的篇
章，也為世界解決民族問題貢獻了中國智
慧和中國方案。實踐證明，黨的民族理論
和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中國特色解決民族
問題的道路是正確的。

汪洋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
代，國家發展格局和社會主要矛盾都發生
新變化，民族團結進步事業任務更重、要
求更高。要創新加強民族團結的方式，深
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引導各族群眾牢固
樹立正確的祖國觀、歷史觀、民族觀，自
覺維護國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團結大局。要
創新支持民族地區加快發展的方式，堅決
攻克深度貧困堡壘，切實鞏固脫貧攻堅成
果，增強自我發展能力。
汪洋強調，要創新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
務管理方式，堅持平等對待、一視同仁，

堅持依法處理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糾紛。
要創新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保護方式，
在增進對中華文化認同的基礎上，推動各
民族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構建
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要創新做少數民族
信教群眾工作方式，堅持黨的宗教工作基
本方針，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促進
宗教健康有序發展。要創新民族工作體制
機制和運轉方式，着力夯實基層基礎，高
度重視少數民族幹部、民族地區幹部、民
族工作幹部隊伍建設，為民族團結進步事
業提供堅實組織保障。

提高脫貧質量 減少和防止返貧
全國政協第 26 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在京召開

全國政協授權香港文匯報主辦
香 港 友 好 協 進 會 協 辦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近日
召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民族
工作創新與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做好民
族工作事關祖國統一、邊疆鞏固大局，
事關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大局。要高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深入學習
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民族工作的重要
論述，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各民族一律
平等，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堅持各
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堅
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把各族人

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
攻堅戰的決定》提出，將在 2020 年消除農村絕對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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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不讓一個人「掉隊」，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在
近日召開的全國政協第 26 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委
員們圍繞鞏固脫貧成果、減少和防止返貧，從培育
產業、擴大就業、醫療保障、教育培訓、金融支撐
等方面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
汪洋強調，實現脫貧是攻堅戰，防止返貧是持久
戰。要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扶貧工作的
重要論述，既看脫貧數量更看脫貧質量，把繼續攻
堅和防止返貧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找準返貧癥
結，堅持對症下藥，構建長效機制，確保脫貧成果
經得起歷史和實踐檢驗。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員們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
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
力度推進脫貧攻堅，創造了中國減貧史上的
最好成績，也譜寫了人類反貧困史上的輝煌
篇章。同時，受多種因素影響，有些地方脫
貧成果尚不夠穩固，返貧現象還一定程度上
存在，高質量打贏脫貧攻堅戰還有大量工作
要做。

委

把提高脫貧質量放在首位
一些委員建議，越是時間緊、任務重，越
要把提高脫貧質量放在首位，減少和防止返
貧。要嚴把貧困退出關，嚴格執行貧困人口
和貧困縣退出標準和程序，確保脫真貧、真
脫貧。要保持扶貧政策和幫扶模式的穩定性
連續性，堅持糾正貧困縣摘帽後工作放鬆的
做法。要把穩定就業作為鞏固脫貧成果的主
要措施，推動貧困勞動力有組織外出務工，
加強職業技能培訓，確保貧困家庭至少 1 人
穩定就業。要加強對易地搬遷貧困群眾的後
續幫扶，做到搬得出、穩得住、逐步致富。
委員們建議，要立足當地區位優勢和資源
稟賦，充分利用科技、金融、電商等支持手
段培育特色扶貧產業，大力實現消費扶貧，
拓展貧困地區產品銷售渠道。要堅持扶貧與
扶志相結合，推進移風易俗，選樹和宣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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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主脫貧典型，
激發脫貧內生
動力。要開展脫貧人口「回頭看」，構建脫 貧困戶，但極易滑入貧困的邊緣人口。打好 戶們從脫貧到致富。
說到「造血」，來自香港的全國政協委員
貧人口、邊緣人口返貧預警監測機制和應急 防貧和防止返貧持久戰，除了提高整體的經
救助機制，對因災、因病等返貧者做到早發 濟水平外，首要的是為這些邊緣人口建立健 葉建明一年中幾乎一半時間都「活躍」在內
現、早幫扶。要織實社會保障安全網，保障 全預警機制和救助機制。」宋華英建議建立 地貧困地區，他 4 年前創建的扶貧「社區工
喪失勞動能力人口基本生活，實現鰥寡孤獨 縣鄉村三級預警機制以及啟動應急救助機制 廠」被人社部和國務院扶貧辦認定為國家級
等做法。
就業扶貧基地。「2015 年在陝西秦巴山區
廢疾者皆有所養。
而針對飲水安全和因水返貧，全國政協委 的安康平利縣，我們啟動了手套加工項目，
補齊「兩不愁三保障」短板
員、水利部原副部長蔡其華表示，今明兩年 幫助當地從大山上搬下來的農民解決就業和
今年 4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主持召開 要加快工程建設力度，積極推進城鄉供水一 脫貧問題。」葉建明表示，社區工廠模式就
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座談會上重 體化和農村供水規模化建設，更新改造老舊 是在每個鎮上設立一個車間，每個車間人數
要講話精神為鞏固脫貧成果、減少和防止脫 工程，提升農村供水保障水平。「建議保持 50 到 100 多不等，既安置了當地閒置勞動
貧後返貧指明了方向。「『兩不愁三保障』 穩定的資金投入渠道，對貧困地區農村供水 力，讓當地貧困家庭獲得固定收入，也解決
可以說針對的是脫貧攻堅的『短板』。」全 工程維修養護，中央和地方財政都應給予補 了照顧老人孩子的家庭和社會問題。
貧困地區要從根本上摘窮帽、拔窮根，金
國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主任羅志軍表示， 助。」
融對產業發展乃至就業扶貧的支持不可或
鞏固貧困人口「兩不愁三保障」目標水平，
提「造血」能力 謀長遠發展
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業銀行董事長周
就是要建立對因病、因災、因殘、因學、因
老等致貧返貧精準幫扶措施，採取「普惠﹢
從脫貧到穩定脫貧，光「輸血」還不夠， 慕冰表示，貧困地區特別是深度貧困地區，
特惠」的辦法，織實「社會保障安全網」， 提升貧困和摘帽人口穩定「造血」能力，才 產業基礎普遍薄弱，缺資金、缺人才、缺配
提高針對性和有效性，解決好致貧返貧的突 能謀長遠。「要立足當地區位優勢和資源稟 套的問題十分突出，應抓住產業扶貧這個重
出問題。
賦發展特色扶貧產業，這是『造血』能力提 點，加強與相關部委、地方政府合作，通過
全國政協委員宋華英建言的重點是貧困邊 升的關鍵。」全國政協委員陳彩虹建議，充 設立產業基金、扶貧貸款風險補償基金等方
緣戶問題。在調研和工作案例中，宋華英發 分依靠科技發展特色扶貧產業，把先進的高 式，吸引更多社會資金參與，促進貧困地區
現貧困邊緣戶群體在這個階段或許更需要關 效種養的品種和技術直接送到深度貧困鄉 產業振興。
「防止」本身就有預防之意，保險業則是
注。「我們在調研中經常會遇到本身屬於非 村，通過把特色扶貧產業做大做強，推動農

港委員：外部勢力莫插手港事務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香港近日
連續發生非法暴力事件，事態完全超出了和
平遊行示威的範圍，破壞了香港繁榮穩定的
大局，已經觸及「一國兩制」的原則底線，
性質十分嚴重，影響十分惡劣，對香港的法
治、社會秩序、經濟民生和國際形象造成了
嚴重影響，令所有關心香港、珍愛香港的人
倍感痛心。同時，外部勢力就這些事件指手
畫腳，發表不當言論。對此，香港各界予以
譴責，呼籲全體市民攜手反對。

動盪損害香港廣大人民利益

「當前香港的亂局，外部勢力絕對有參
與。香港暴徒表面沒有指揮中心，但是後台
非常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民建聯
副主席陳勇表示，每當香港反對派稍微放軟
手腳的時候，美國的官方，甚至半官方就會
跳得很高，去評論、推動，這次也是一樣。
「當外部勢力加入其中，情況就會變得很複
雜、很危險。以美國為例，在中美關係上，
美方希望以香港作為籌碼跟中國討價還價。
當然他們肯定不會成功。」陳勇說。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黃均瑜對於外
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予以譴責。他說：「外
部勢力搞亂香港，純粹是出於政治上的盤
算，對我們任何人都沒有好處。為了壓制中
國崛起，外部勢力一定會從香港入手，將香
港拖入混亂的政治漩渦，大家要擦亮眼睛看
清楚，不要成為外部勢力壓制我們國家的棋
子。對香港來說，所有的動盪只會符合外部
勢力的利益，一定不符合香港廣大人民的利
益，香港市民應該一起反對外部勢力的這些
動作。」
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郭一鳴表示，香港

現在發生這些問題，最沒有資格去批評中國
政府和特區政府的就是英國。「香港自回歸
祖國之後，包括民主發展在內等各方面的發
展都比回歸前有大幅進步和改善。英國以過
去主人的口吻或心態看待或評論香港問題都
是不智的，中國外交部對英國的批評是恰如
其分的。」郭一鳴還指出，如果美國想利用
香港為籌碼，在中美關係上，為美國爭取權
益，是不會成功的。

香港莫跌入「顏色革命」陷阱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香港總會會長姚志勝表示，亂港勢力正在
利用特區政府修訂有關條例進行一場有組
織、有計劃、有策略的港版「顏色革命」，
企圖通過不斷升級的暴力行動，奪取香港管
治權。姚志勝說，環顧那些被「顏色革命」
禍害的地區，至今戰亂不已，動盪不安。再
看今日香港，反修例的連串暴力衝擊已給香
港帶來混亂撕裂，對香港經濟民生影響已逐
步顯現。他呼籲捍衛「一國兩制」和香港法
治核心價值，不能讓香港跌入「顏色革命」
陷阱。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時代發展智
庫主席屠海鳴表示，反對派借助國際舞台、
乞求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這是觸及「一
國兩制」底線的危險動作，既挑戰「一國」
原則，也挑戰「兩制」原則。「任何國家無
權干涉主權國家的內部事務。4 個月來，美
國、英國、加拿大、德國等國的一些政客對
香港事務橫加指責，既違背了國際法，也違
背了國際關係準則。公開評價一個主權國家
的內政，其性質是對該國主權的嚴重挑戰，
觸及一個中國的原則底線。」

以風險保障為「立業之本」，在防止返貧
上，農業保險理應發揮出雪中送炭、精準扶
貧的屬性。全國政協委員、原中國保險監督
管理委員會副主席周延禮提出，立足完善金
融支農惠農體系，繼續「擴面、提標、增
品」，優化農業保險運作機制，進一步提升
農戶抵禦風險能力，降低因災、因病、因意
外返貧的概率，堵住再次貧困的窟窿。

破除思想依賴 實現精神脫貧
在脫貧攻堅中，仍存在不想幹、不願
幹、不會幹的人。全國政協委員羅志軍建議
通過扶志促進觀念轉變，提高內生動力。
「鼓勵和引導各地因地制宜開展鄉風文明建
設，全面推行移風易俗，注重發揮村規民約
的作用，同時發揮好黨員幹部、致富帶頭
人、自力更生脫貧典型的示範引領作用，樹
立依靠自身實現發展，脫貧致富的信心和志
氣。」
江西省政協副主席謝茹認為，要堅持扶智
為本，進一步強化教育扶貧，重點落實好貧
困家庭學生資助政策，着力補齊技能不足短
板，全力做好培訓提高貧困勞動力就業技能
和貧困家庭孩子職業素質文章。
「那些等靠要、因懶致貧、因賭致貧、因
子女不贍養老人致貧等不良現象，要自治、
法治、德治緊密結合，破除不良習俗。」謝
茹還建議，要強化村民自治，發揮好村民議
事會（道德評議會、紅白理事會）等群眾自
治組織功能，通過群眾互幫互助互督互促，
讓群眾做群眾工作，探索建立依法治懶、法
治扶貧模式，加大教育懲戒力度。

2019 京港澳青少年科技創新交流營閉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7
月 22 日至 28 日，2019 京港澳青少年科技創新交流營在北
京舉辦，此次交流營活動以「共建美好家園」為主線，開
展了「智慧大風車」、「『鎖』住美好」、「冰球奇遇
記」、「綠色家園」等豐富多彩的主題科技項目共創活
動。其間，營員們參觀了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中國科
學院煤化所煤轉化國家重點實驗室、北京化工大學理學院
實驗室等科研機構以及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科技企
業，前往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赴雁棲湖核心島參觀國際
會議中心，在首鋼園區參觀北京冬奧會展示中心，實地觀
摩國家冰壺隊訓練，並以「祝福祖國」為主題開展了陶瓷
彩繪活動，同時還參觀了故宮、長城等歷史文化古蹟。
在 28 日上午舉行的閉營儀式上，三地青少年代表共同表
演情景劇《國旗誕生的故事》，向新中國 70 華誕表達祝
福。營員們分享了七天的學習交流感受，來自香港的關政
洋同學表示，交流營提供了難得的學習和交流機會，不僅
學到了很多關於祖國的科學資訊，而且還了解了風土民
情，收穫了與同伴間的友誼。來自澳門的許藍同學說，在
這裡認識了許多新朋友，也收穫了很多創新的想法，獲益
良多。來自北京的席騰同學說，通過科技共創項目彼此了
解，共同協作，深切感受到一個團隊的靈魂在於同伴無間
的合作。
北京市政協副主席楊藝文、牛青山參觀了京港澳青少年
科技作品展，並與三地青少年親切交談，勉勵他們努力學
習、刻苦鑽研，將來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中國夢貢獻力量。牛青山表示，希望京港澳青少
年進一步深化交流交往，增進了解認同，在京港澳三地之
間搭建起溝通的心橋、交流的心橋、友誼的心橋，共同推
動京港澳科技文化交流與發展。
京港澳青少年科技創新交流營活動由北京市政協教文衛
體委員會、北京國際民間交流促進會、香港北京交流協進

會、京澳經濟文化交流促進會主辦，北京教育科學研究
院、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協辦，旨在以科技創新活動為載
體，積極推進京港澳青少年交流交往，增進相互了解，增
強合作意識，建立深厚友誼，開闊科技創新視野，激發科
技創新熱情。自 2016 年舉辦以來，已有近 300 名京港澳青
少年參加，在促進京港澳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增強三地
青少年創新精神、合作意識和國家認同感等方面發揮了積
極作用。

■京港澳青少年們展現自己的科技作品
京港澳青少年們展現自己的科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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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們在認真創作
青少年們在認真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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