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談為民辦實事
鄉親們脫貧後，我最關心的是如何
鞏固脫貧、防止返貧，確保鄉親們
持續增收致富。

易地搬遷不僅是為了解決住得好的
問題，更是為了群眾能致富。要加
強易地搬遷後續扶持，因地制宜發
展鄉村產業，精心選擇產業項目，
確保成功率和可持續發展。

中國共產黨把為民辦事、為民造福
作為最重要的政績，把為老百姓做
了多少好事實事作為檢驗政績的重
要標準。

共產黨是一心一意為人民謀利益的，
現在不收提留、不收稅、不收費、不
交糧，而是給貧困群眾送醫送藥、建
房子、教技術、找致富門路，相信鄉
親們更好的日子還在後頭。

黃花種出繁華 大同鄉里忘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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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在山西考察時強調，要全面貫徹黨的十

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

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扎實

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六保」任務，努力克服新冠肺炎

疫情帶來的不利影響，在高質量轉型發展上邁出更大步伐，確保

完成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乘勢而上

書寫山西踐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篇章。

■習近平昨日在汾河太原城區晉陽
橋段向市民揮手致意。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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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山西 強調做好「六穩」落實「六保」防止疫情新燃點

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習
近
平
：

11日下午，習近平首先到大同
市雲州區，考察有機黃花標準化
種植基地。大同黃花種植有600
多年歷史，是當地主導產業。近
年來，在龍頭企業、合作社引領

下，黃花產量品質穩定，銷路和價格也有保
障，去年帶動貧困戶戶均收入1萬多元（人民
幣，下同）。習近平步入田間，察看黃花長
勢。正在勞作的村民們圍攏過來，習近平向他
們了解黃花的田間管理、市場價格、產品銷路
等。他指出，鄉親們脫貧後，我最關心的是如
何鞏固脫貧、防止返貧，確保鄉親們持續增收
致富。希望把黃花產業保護好、發展好，做成
大產業，做成全國知名品牌，讓黃花成為鄉親
們的「致富花」。

離開種植基地，習近平來到鄰近的雲州區西
坪鎮坊城新村考察調研。這個村是易地搬遷
村，有建檔立卡貧困戶77戶158人，2018年開
始入住以來，依靠發展黃花特色產業等實現了
全部脫貧。習近平走進村技能培訓服務站，了
解新村易地扶貧搬遷情況，察看黃花產業相關
產品展示，對大同市開展產業扶貧、就業扶
貧，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做法給予肯定。他指

出，要把群眾受益擺在突出位置，從產業扶
持、金融信貸、農業保險等方面出台政策，為
農村經濟發展提供有力支持。基層黨組織和黨
員幹部既要當好鄉村產業項目的組織者、推動
者，又要當好群眾利益的維護者。習近平對廣
大基層幹部為幫助貧困人口脫貧所做的艱苦努
力表示肯定。

衝出國門 產值以億計
黃花，民間又有忘憂草、金針等別名。大同

種植黃花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明朝，西坪鎮的黃
花生長在營養豐富的礦物質土壤中，營養價值
高，是黃花中的極品。大同市雲州區黃花產業
發展服務中心主任安一平介紹說，目前，雲州
全區黃花年產值達7億元，鄉辦、村辦合作社
帶動貧困戶種植3.8萬畝，達到了除社保兜底
外29,722名貧困人口人頭一畝（非人均）的目
標，入選全國第二批特色產業扶貧典型案例。

如今，山西「金針」銷往全國各地，包括超
商、農貿市場。還有的企業收購黃花之後，通
過訂單，將黃花銷往了香港、澳門、日本、新
加坡、馬來西亞等地。

謝文曾是雲州區西坪鎮賀店村的貧困戶，過

去當保安、做勤雜工，一年到頭不停歇，可家
庭收入仍然停留在貧困線下，二女兒甚至因為
交不起學費而中途輟學。

貧戶翻身 置業又購車
謝文一家的改變，源自5年前。「一開始不

願意多種，是因為黃花要種到第三年才有收
成，農民等不起，村裡也沒有灌溉條件。」謝
文說，為此，雲州區想了很多辦法，先是給農
戶每畝黃花地500元的補貼，硬化了村裡街道
和廣場，提供晾曬場地，接着還給村裡打了兩
口井，解決灌溉問題。當第一桶清水流入謝文
的黃花地時，他終於下定決心擴大黃花的種植
面積。

5月的塞外，行走在雲州的「忘憂大道」上，
路兩側滿目黃花，沿途噴灌、滴灌，宛若江
南，不遠處是火山林海。雁北苦寒之地已經變
成黃花生長之地，隨着這些致富花兒漂洋過
海，謝文和村民們成為受益者，「種了一輩子
地，也沒掙過這麼多錢。不僅幫兒子付了城裡
樓房的首付款，還又買了十幾萬元的車。」謝
文說，現在是自己最幸福的時候。

■綜合記者楊奇霖和新華社及央視網報道

今年是中國決勝
全面小康、決戰脫
貧 攻 堅 的 收 官 之
年。收官之後怎麼

辦？「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
生活、新奮鬥的起點」，習近平總
書記近期兩次下基層調研重點均涉
及鞏固脫貧攻堅成果。中國正在從
長計議，為避免返貧和解決相對貧
困問題謀篇佈局。脫貧之後的首要
任務便是鞏固提升脫貧成果。

中央已明確，實行「四不脫」政
策，即脫貧「不脫責任、不脫政策、
不脫幫扶、不脫監管」，目的就是確
保脫貧成果不出現反覆。這是實現後
續鄉村振興的「壓艙石」。鞏固脫貧
成績，不能光靠輸血，還要建立造血
機制，其中夯實產業基礎便是脫貧之
基、致富之源。

今年4月，總書記在陝西柞水縣考
察時為「小木耳、大產業」點讚。
近日在山西大同市考察時，他又提
出要讓黃花成為群眾脫貧致富的

「搖錢草」，將發
展產業作為實現脫
貧的根本之策，為
各貧困地區可持續
發展指明了行動方
向。

「既要扶智 又要扶志」
歷史經驗顯示，小至一個家庭，大

到一個地區乃至國家，要想徹底告別
貧困，除了物質資源、政策條件的外
部支持外，人的因素是根本。正如習
近平指出的那樣，「既要扶智，又要
扶志，一個是智慧，一個是志氣」。
的確，除了對少數確因勞動能力弱需
要兜底扶助之外，對大多數脫貧人口
還要實施精神扶貧，加強培訓、培養
技能，讓他們學成本事，能適應農業
產業發展需要。相信在中國書寫的人
類反貧新奇跡中，最引以為傲的不僅
是芝麻開花節節高的好日子，更是一
個個心智豐滿、充滿精氣神的中國
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阻止返貧 關鍵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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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鋼不銹鋼精密帶鋼有限公司，習近平饒有
興致地觀看了厚度僅有0.02毫米的不銹鋼箔材
「手撕鋼」產品。習近平指出，產品和技術是企
業安身立命之本。希望企業在科技創新上再接再
厲、勇攀高峰，在支撐先進製造業發展方面邁出
新的更大步伐。現在，全國防疫工作進入新階
段，既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同時面臨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的壓力，希望企業不要麻痹鬆懈，繼續
抓緊抓實抓細各項防控措施，更好復工復產，做
到安全生產、健康生產，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
努力完成今年的目標任務。 ■圖/文：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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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考察地點

考 察 鋼 鐵 廠

再訪汾河 喜見生態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山

西是全國第一個全省域、全方位、系統
性的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
區。昨日上午，習近平來到山西轉型綜合改
革示範區政務服務中心改革創新展廳，聽取
示範區建設和運營情況介紹，察看了創新產
品展示。習近平強調，長期以來，山西興於
煤、困於煤，一煤獨大導致產業單一。建設
轉型綜合改革示範區，是黨中央賦予山西的
一項重大任務，也是實現山西轉型發展的關
鍵一招。山西要有緊迫感，更要有長遠戰略
謀劃，正確的就要堅持下去，久久為功，不
要反覆、不要折騰，爭取早日蹚出一條轉型
發展的新路子。
汾河是山西的母親河，也是黃河的第二

大支流，河水過去曾一度受到嚴重污染。
太原市遂開展了「九河」綜合治理工程，
並在2018年全面完工。

昨日中午，習近平專程來到汾河太原城
區晉陽橋段，聽取太原市汾河及「九河」
綜合治理、流域生態修復等情況匯報，沿
河岸邊步行察看汾河水治理及兩岸生態保
護、城市環境建設等情況，對太原汾河沿
岸生態環境的滄桑巨變表示欣慰。

冀見「錦繡太原城」
習近平指出，治理汾河，不僅關係山西生

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也關係太原乃至山
西歷史文化傳承。要堅持山水林田湖草一體
化保護和修復，把加強流域生態環境保護與
推進能源革命、推行綠色生產生活方式、推
動經濟轉型發展統籌起來，堅持治山、治
水、治氣、治城一體推進，持續用力，再現
「錦繡太原城」的盛景，不斷增強太原的吸
引力、影響力，增強太原人民的獲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初夏時節，三晉大地山巒疊翠，萬
物勃發。5月11日至12日，習

近平在山西省委書記樓陽生和省長林
武陪同下，先後來到大同、太原等
地，深入農業產業基地、移民新村、
文物保護單位、改革示範區和企業
等，就統籌推進常態化疫情防控和經
濟社會發展工作、鞏固脫貧攻堅成果
進行調研。
12日下午，習近平聽取了山西省委
和省政府工作匯報，對山西各項工作
予以肯定。習近平指出，當前我國外
防輸入壓力持續加大，國內疫情反彈
的風險始終存在。要繃緊疫情防控這
根弦，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完
善常態化防控機制，堅決防止疫情新
燃點，決不能前功盡棄。

要求平衡開發保育
習近平強調，要更加及時有效解決
企業恢復生產經營面臨的各種困難和
問題，把擴大內需各項政策舉措抓
實，把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做強做
優，發揮重大投資項目帶動作用，落
實好能源革命綜合改革試點要求，持
續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實施一批
變革性、牽引性、標誌性舉措，大力
加強科技創新，在新基建、新技術、
新材料、新裝備、新產品、新業態上
不斷取得突破，持續在國企國資、財
稅金融、營商環境、民營經濟、擴大
內需、城鄉融合等重點改革領域攻堅
克難，健全對外開放體制機制，奮發
有為推進高質量發展。
習近平指出，要牢固樹立綠水青山
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發揚「右玉精
神」，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
理，抓好「兩山七河一流域」生態修
復治理，扎實實施黃河流域生態保護
和高質量發展國家戰略，加快制度創
新，強化制度執行，引導形成綠色生
產生活方式，堅決打贏污染防治攻堅
戰，推動山西沿黃地區在保護中開
發、開發中保護。

強調守住耕地紅線
習近平強調，要着力夯實農業農村
基礎，加大糧食生產政策支持力度，
堅決守住耕地紅線，深入推進農業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強農業農村基礎
設施建設。要做好剩餘貧困人口脫貧

工作，做好易地扶貧搬遷後續扶持，
強化返貧監測預警和動態幫扶，推動
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有機銜接。
習近平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的發展思想，扎實做好保障和改善民
生工作，實實在在幫助群眾解決實際
困難，兜住民生底線，落實就業優先
戰略和積極的就業政策，突出做好高
校畢業生、退役軍人、農民工、城鎮
困難人員等重點群體就業工作，加快
補齊這次疫情暴露出的公共衛生體系
方面的短板弱項，推動社會治理重心
向基層下移。

責成加強文化建設
習近平強調，要充分挖掘和利用豐

富多彩的歷史文化、紅色文化資源加
強文化建設，堅持不懈開展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深入挖掘優秀
傳統文化，引導廣大幹部群眾提升道
德情操、樹立良好風尚、增強文化自
信。
習近平指出，要堅持以政治建設為

統領，堅持不懈抓好黨內政治生態建
設，加強理想信念教育，鞏固深化主
題教育成果，嚴格遵守政治紀律和政
治規矩，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
任，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增強基層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
力，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旗幟鮮明同各種不正之風作鬥爭。
丁薛祥、劉鶴、何立峰和中央有關

部門負責同志陪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