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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同心再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同出席 2019 年全国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6 次
深入人大政协团组，面对面听取 48
位代表委员发言，聚焦主要矛盾、抓
住核心环节、紧盯突出短板、谋划重
点任务……
连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出席
2019 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广泛
深入交流，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主线，共商决战决胜大计。
在内蒙古代表团纵论生态文
明建设，在甘肃代表团聚焦脱贫攻
坚，在河南代表团谋划乡村振兴，
在福建代表团共话创新创业创造、
两岸融合发展、革命老区和中央苏
区奔小康，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
表团部署国防和军队建设，在政协
文艺界、社科界联组讨论时为文艺
创作和学术创新指引方向……
深入交流，碰撞真知灼见；亲切
问候，凝聚同心力量。
啃下
“硬骨头”
——
“越是到吃劲的时候，越要
响鼓重锤”
两位基层代表讲述的故事，令
习近平总书记动容。
黄久生是来自大别山革命老区
的农民工代表。这几年，他带领村
里贫困群众外出打工，1.2 万多人由
此迈上小康之路，4800 多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在家乡建起了小楼。
“有一家，三代七口人，都在工
地上。70 多岁的晏传忠是这户当
家人，他对我说：
‘ 总书记十九大报
告讲了 3 个多小时，我是站着听完
报告的，我如果不站着听完，我就感
觉对不起总书记，因为是党让我们
老百姓脱贫致富了。’
”
“当时听完这话，我感动得掉了
泪。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没上过
学的农民，对总书记、对我们党这么
深厚的感情……”说到这里，黄久生
哽咽了。代表们凝神片刻，随即热
烈鼓掌。
“你回去向这位同志转达我的
问候！”习近平总书记温暖人心的话
语，激起全场更加热烈的掌声。
来自甘肃陇南徽县的农民代表
梁倩娟也向总书记讲述了自己的脱
贫故事。

这几年，一直外出打工的梁倩
的子女找到我，说要遵循遗愿把父
个“严”字：
“ 我们这次来了个军令
坚期，必须啃下
“硬骨头”
。
娟返乡开起了网店，把乡亲们的橄
亲骨灰的一半送回家乡，一半送到
状，贫困地区的主要领导不脱贫不
抓住主要矛盾，坚持底线思维，
榄油、核桃、土蜂蜜、土鸡蛋等农特
闽西革命老区埋葬。这位老将军是
离岗。”
秉持忧患意识……瞄准决胜全面小
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带动 300 多户
湖南人，长征时是一个团的政委，带
总书记的话语中也不忘一个
康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同代表委员
农民增收。
领团里的闽西子弟，血战湘江，很多 “爱”字：
“一线干部舍小家、为大家， 们深入交流，标出了重点难点、厘清
“有位阿姨经常来我店里做零
战友都牺牲了。他说，死后要同战
有的没时间照顾家庭孩子，有的身
了工作思路、明确了前进方向。
工，赚了钱时不时能买些猪头肉和
友们长眠在一起。”
体透支亮红灯，有的甚至牺牲在脱
老伴儿一起吃。有一次，她骄傲地
“这个感情在我心里。”习近平
筑牢
“基本盘”
贫 攻 坚 一 线 …… 我 们 非 常 关 心 他
对我说，用自己挣的钱买肉吃，就是
总书记动情地说，老区苏区的红土
们，
也非常敬重他们。”
——
“现代农村是一片大有可
香。”梁倩娟绘声绘色的讲述，引起
地孕育了革命，也孕育了革命老前
从精准脱贫再到防范化解重大
为的土地、希望的田野”
全场共鸣，总书记的脸上也露出了
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巨
风险、污染防治，今年全国两会上，
欣慰的笑容。
大贡献。忘记老区，就是忘本；忘记
“‘馒头办’
没有了吧？”
习近平总书记聚焦决胜全面小康三
一个个脱贫攻坚的感人故事， 历史，就是背叛。今年是新中国成
大攻坚战，
作部署、提要求、明方向。
在河南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
这么一问，全场都笑了，纷纷回答：
汇成一部人类历史上反贫困斗争的
立 70 周年，要饮水思源，决不能忘
谈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习近
伟大传奇。
了老区苏区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
平总书记强调要“战略上举重若轻、 “没有了！”
“这些年来，脱贫攻坚力度之
会要确保他们一个都不掉队。
战术上举轻若重”
。
“河南人爱吃馒头，过去郑州有
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补齐的
在内蒙古代表团，总书记说： 个‘馒头办’，买不到馒头也是个不
短板中，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最突 “去年以来自治区开展化债工作， 安定因素，现在不需要成立一个专
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在甘肃代表
团，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铿锵有力。 出的一块。
取 得 了 成 效 ，但 剩 余 债 务 仍 然 较
门机构了。”总书记说。
攻坚拔寨，决战决胜。真正的
“现在距离 2020 年完成脱贫攻
大，要加强债务化解的统筹协调，
“馒头办”引发的话题，反映的
不仅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更
考验刚刚开始。
坚目标任务只有两年时间，正是最
不能因此引发其他风险和不稳定
今后两年，脱贫攻坚战剩下的
吃劲的时候，必须坚持不懈做好工
折射出中国人千百年来以食为天的
因素。”
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都是难啃
作，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在参加代
“今年年初的省部级研讨班主
情结。
的
“硬骨头”
。
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打赢
题是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并不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多次强调：
如何啃下
“硬骨头”
？
脱贫攻坚战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
是说我们现在各种风险大到不得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
端在自己手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全国两
——要咬定目标不放松。
了了，但是我们要防微杜渐，防患
会同代表委员共商国是，脱贫攻坚
“既不能脱离实际、拔高标准、 于未然，行稳致远，小心行得万年
河南是农业大省、产粮大省。
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总书记把关
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必讲的重要问
吊高胃口，也不能虚假脱贫、降低标
船。”
注点落在了
“三农”上。
题。
准、影响成色。”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打得怎
今年全国两会上，这种深深的
“真正的考验是到 2020 年，不
么样？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你们耕地面积多少？”
“耕地红
关切一如既往，
情真意长。
能敲锣打鼓宣布脱贫了，结果这边
“我们郑州刚刚被评为美好生
线多少？”
“小麦亩产量多少？”
“非洲
7 日下午，在甘肃代表团，习近
是哭爹喊娘、一片埋怨声，情何以堪
活城市。这是全国 10 万份问卷调
猪瘟疫情在河南怎么样？”……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一连串问题。
平总书记历数纳入国家“三区三州” 啊。要经得住历史检验！”
查，老百姓评出来的。”在河南代表
“对像我国这样一个拥有近 14
的临夏州、甘南州和天祝县，语重心
——要整治问题不手软。
团，王新伟代表自豪地说起郑州的
长地说：
“甘肃是全国脱贫攻坚任务
有的搞“虚假式”脱贫，有的搞
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粮食安全一定
新气象新变化，并邀请总书记再来
最重的省份，脱贫难度极大，我对甘 “算账式”脱贫，有的搞“指标式”脱
要警钟长鸣，不能轻言粮食已经过
中原大地考察。
肃的扶贫工作非常关注，对这里脱
贫，
有的搞
“游走式”脱贫……
“不错！空气质量好吧？”
关了”
“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贫任务的完成很关切。”
习近平总书记一一列举脱贫攻
“ 去 年 PM2.5 比 前 年 下 降
要坚决遏制土地违法行为”……习
在河南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
坚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近平总书记告诫大家，千万不要在
4.5％，
PM10 下降 10.2％。”
和代表们一起仔细盘点河南贫困县
题，警示全党：
“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
吃饭问题上得健忘症。
“有很大改善，很好！后来者居
集中地区：
“ 有大别山区，还有太行
时刻越要响鼓重锤、警钟长鸣，不要
上。”总书记赞道。
“坚持以‘粮头食尾’
‘ 农头工
山区、黄河滩区……脱贫攻坚任务
搞急功近利、虚假政绩的东西。”
对农业大省河南，习近平总书
尾’为抓手，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
依然艰巨，要再接再厉。”
——要落实责任不松劲。
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从种植源
记特别提醒，要加大农业面源污染
同来自河南开封的高建军代表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
“扶贫这
头到餐桌尾端、从农业前端到工业
治理力度，解决过度施肥、农药过量
交流时，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地询问
个事情是个永恒的主题”
。
化等问题，
“ 这些一旦感觉到是问
尾端，习近平总书记为不断提高农
开封现在是否还有贫困县。得知兰
他强调，贫困县摘帽后，也不能
题，
已经就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了。”
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指明方向。
考脱贫摘帽后，这两年又有新的发
马上撤摊子、甩包袱、歇歇脚，要继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
在内蒙古代表团，习近平总书
展变化，
总书记说感到很欣慰。
续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做
整个国家现代化。
记再次提及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
有这样一段老红军的故事，习
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 “一湖两海”污染防治问题，强调“要
“三农”这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近平总书记在政协联组会上讲，在
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
对症下药，分别制定治理方案，既急
的“基本盘”，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
福建代表团又讲：
——要转变作风不懈怠。
始终处于重中之重的位置。
不得，也慢不得，要按规律办事”
。
“在福建工作时，一位开国中将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中始终有
（下转 A03 版）
关键年，就要找准“关键点”；攻

中国人保五心体验 卓越服务 出行无忧
中国人保财险甘肃省分公司 15 项车险心服务
——从心出发，
只因懂你

1、直升机救援
生命无价,专机救援。保险业
内唯一具备直升机救援服务能力，
人保财险客户专享。您在我公司购
买了车辆保险，在适航的条件且其
他救援工具无法到达的情况下，可
申请空中救援。
2、警保联动
我公司设有“人保财险机动车
登记服务站”，与交警系统对接后，
开通“车驾管”业务，客户可在我公
司设有“人保财险机动车登记服务
站”的网点，就近办理机动车行驶
证、
检验合格标志审验工作。
3、
“行车路上有人保”
“案未报，
人先到”
。
上下班高峰期间，公司联合交
警共同开展主干道路面巡查，发现
事故（故障）快处理、快撤离、快理赔
（救援）。

4、代办年检年审
在我公司承保商业车险，
符合 6
年以内的免检车辆条件的客户可享
受代办车辆年检服务。
5、酒后代驾
客户提出酒后代驾申请的，公
司对三星级以上的客户提供此项服
务（此项目服务仅限兰州地区）。
6、假日护航
节假日在主要交通枢纽地段，
中国人保财险布设“心服务站”，提
供小事故快修、业务咨询、医疗帮
助、
路线指引等便民暖心服务。
7、爱车体检
家自车客户可免费享受车辆安
全检测服务，
为您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全国专利、业内独创。运用公
司“芯理赔”智能工具，可为车辆的
动力、制动、转向、安全等关键系统
进行检测，为客户提供免费、极速、

精准的爱车体检服务。
8、故障救援
投保了车损险的家用车客户，
可享受充电、更换轮胎、轮胎充气服
务，以及中心城区 100 公里以内拖
车服务（救援服务范围不包括高速
公路、隧道、大桥、高架道路以及交
通部门或其他部门规定限制第三方
道路救援活动的路段）。
9、电子保单
我公司率先在全行业实现商业
险保单电子化，客户可通过电话、网
络等渠道购买商业车险，投保成功
后可通过电子邮箱收到保单，也可
通过注册“甘肃人保财险”微信公众
号点击查看电子保单。电子保单方
便客户车辆审验。
10、在线咨询、自主查询
无论白天黑夜，7*24 小时在线
服务，95518 语音天使永不离线，风

里雨里，全天守候，伴您左右。关注
快人一步。
绑定“甘肃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
小额案件“网上一站式”自助完
保单承保、
理赔信息一键查询。
成。客户只需动动手指，通过点击
11、四海通行
“甘肃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理赔服
人保万家网点，覆盖全国所有
务界面，完成“一键报案，三张照片、
县域，客户异地出险后，能享受就地
确认账号”三个简单动作，即可现场
查勘、定损、人伤调解、就地赔付等
在线自助完成从出险报案到收取赔
便捷高效的理赔服务。
款的全流程一站式线上理赔服务，
12、理赔夜市
全天 24 小时不受限。
人保理赔服务不打烊。理赔工
15、人伤案件全程导航
作日延时服务至 20：00，休息日专
公司人伤服务专员深度参与事
人值守，
让您安心工作。
故处理全过程，联合交警、司法鉴
13、安心修车
定、法院等单位搭建专业平台，开展
中国人保财险合作有万家维修
责任认定、医疗探视、伤残鉴定、诉
单位，修车无烦恼。客户的保险事
调对接等全流程服务。
故受损车辆到我公司推荐的修理单
特别提示：我公司将根据您的
位维修时，提供高效的服务并保证
投保险种、
承保与出险记录等情况来
维修质量。
最终确定将向您提供省心、
用心、
放心、
14、拇指理赔
贴心、
暖心的服务项目。上述服务项
免单证、免奔波，人保财险助您
目，
不代表我公司对您的服务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