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风和煦，山水透绿。在脱贫攻坚战进入
决胜的关键阶段，在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西部大开发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
临山城视察指导工作，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听取市委市政府工
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新时代重庆改
革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重
庆工作的高度重视、对重庆发展的殷切期望、
对重庆人民的关怀厚爱，让广大干部群众备受
鼓舞、倍感振奋、倍增信心。全市上下要深刻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的

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上来，奋力开创我市各项事业发展
新局面。

万水千山总是情。总书记乘飞机、转火
车、坐汽车，一路走来，风尘仆仆，不辞辛劳，深
入学校、农户，同村民代表、基层干部、扶贫干
部等在一起，摆政策、算细账、聊变化、谋发展，
实地了解“两不愁三保障”的落实情况，对扎实
做好今明两年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部署，体
现了大国大党领袖的人民情怀。总书记对做
好新形势下重庆工作提出了期望要求，寄予了
对巴渝人民的深情厚爱。人们抑制不住内心
的喜悦和激动，向总书记问好，表达感恩之
情。一句句暖心的话语，一幅幅感人的画面，
让广大干部群众心潮澎湃，深受鼓舞，大家纷
纷表示将不负重托与期待，把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全面落实在巴渝大地上。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
要讲话精神，是我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
要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要按照市委部署，加

强组织领导，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掀起学习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
的热潮，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
觉抓好学习贯彻落实，以坚定的政治态度、强
烈的情感认同，切实把总书记的深情厚爱化为
干事创业的动力，不断创造无愧于人民的时代
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念兹在兹，
亲力亲为、领战督战，此次到重庆实地了解“两
不愁三保障”落实情况，就是为保障贫困群众
真脱贫、稳脱贫，聚焦突出问题着力解决，确保
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确保兑现我们党的庄
严承诺。总书记时时把百姓安危冷暖记挂在
心，彰显了我们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脱贫
攻坚决心，也极大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上下同
心，尽锐出战，合力攻坚。当前重庆脱贫攻坚
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我们要更加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以更加强烈

的担当、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一
鼓作气、顽强作战，把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
做，确保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把握发展的重大机遇，需要扛起重大责
任。要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庆
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展现新作为、
实现新突破的殷切期望，就要更加注重从全局
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努力在推进新时
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要坚定不移推
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加快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深入抓好生态文明建设，
切实加强思想舆论引导，集中全力做好普惠
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做好各项安
全工作，抓紧抓实党的建设。

长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重庆的
发展，多次对重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提出“两点”定位、

“两地”目标和“四个扎实”要求；2018年，全国
两会期间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两
高”目标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要求；此次总
书记专门听取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汇报，充分肯
定了近两年来重庆工作成绩，从战略和全局的
高度，为重庆发展导航定向。全市上下要深入
学习、深刻领会、一体贯彻，坚决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努力把重庆
的事情办好，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

春潮澎湃风正劲，扬帆远航正当时。让我
们乘发展大势、借时代东风，以“功成不必在
我”的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以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坚定沿
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进，对脱贫
攻坚工作再部署、再动员，响鼓重锤再出发，持
续不断钉钉子，做好重庆的每一项工作，以实
际行动向总书记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向党中央
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向重庆人民交一份满意的
答卷。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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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4月18日，市
政府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座谈会上和在市委市政府工作汇报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贯彻市委常
委会扩大会议和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精神。

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唐良智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重庆视察
指导，是新时代重庆改革发展的重要里程
碑，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重庆工作的高度重
视、对重庆发展的殷切期望、对重庆人民的
关怀厚爱，让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倍增
信心。全市政府系统要按照市委常委会扩
大会议、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和陈敏尔书
记要求，切实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抓紧抓实，用心学习、用情领悟、扎实推
进，确保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落细落
实。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总书记在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准确把握脱贫攻坚形势，强化思
想武装、问题导向、责任担当、精准方略，确
保高质量如期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要着
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摸清底
数，坚持现行标准，健全工作机制，明确时
间表、路线图，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如期完
成任务。要扎实做好今明两年脱贫攻坚工
作，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
兵。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总书记在
市委市政府工作汇报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更加坚定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做好新

时代重庆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再接再厉、锐
意进取、攻坚克难，奋力谱写新时代重庆发
展新篇章。要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更
加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
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
作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
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
示范作用。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做好重庆当前工作的重要指示，坚定
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推进改革
开放，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深入抓好生
态文明建设。要从最困难的群体入手，从
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具体的工作抓起，
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集中全力做好普
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做好
各项安全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强调，要站在践行“两个维护”不仅
看表态、关键看行动、最终看效果的政治高
度，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
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要在深学细悟上
下功夫，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
学，通过学习提高工作能力水平，创造新的
业绩。要在宣传宣讲上下功夫，充分发挥

“关键少数”作用，努力营造学习宣传的浓厚
氛围。要在贯彻落实上下功夫，一条一条梳
理、一件一件落实，做到学在平常、做在日
常、抓在经常。要在推动发展上下功夫，以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谋划思路，
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保稳定工作，坚决打好“三大攻坚
战”，持续实施“八项行动计划”，用实干实绩
让党中央放心、让总书记放心，让老百姓受
益、让老百姓满意。

市政府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4月18日，市
长唐良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46 次常务会
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
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的部署
安排。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
要讲话，为新时代重庆脱贫攻坚和改革发
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
市各级政府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落实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首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把握总书记视
察重庆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认真落实陈
敏尔书记在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要
求，按照市委总体部署安排，以高度的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抓好学习贯彻落
实。要把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与贯彻落实总书记 2016 年视察重庆和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
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贯彻、一体落
实，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创新的思路举
措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不断开创重庆各项
事业发展新局面。

会议强调，要抓好具体任务的分解落
实，强化责任分工，明确时间节点、进度要
求，项目化、事项化、清单化落实好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推动高质量发

展、推进改革开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抓
好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项任务。要积极争取
国家支持，提前谋划我市“十四五”规划，
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要着力抓好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防范
重特大自然灾害、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
严格落实责任制，加强跟踪问效，对推动工
作不力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形成领
导带头抓、部门具体抓、一级抓一级的良好
工作格局，全力推动分解的目标任务按期
保质保量完成，切实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全
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会议审议通过《重庆市主城区巡游出租
汽车行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方案》。会议强
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城市
提升的工作部署，以“一年见成效、两年提品
质”为目标，创新巡游出租汽车特许经营权
资源配置方式，加强标准化、智能化、人性化
管理，完善驾驶员服务、车容车貌标准，升级
车载智能终端，严查宰客、拒载等违规行为，
关爱出租车驾驶员，促进出租汽车行业持续
健康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求。

会议还研究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山城步
道建设、主城区交通堵点治理、粮食安全、高
等教育等工作。

市政府召开第46次常务会议
唐良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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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院里笑声朗朗。华溪村也是中国特困

地区的一个缩影。总的看，“两不愁”已基本解
决，“三保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这次抽
查，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等看
得格外仔细。

年仅11岁的陈锐是马培清的孙子，他也
歪着小脑袋认真听。下午总书记先去了村口
的中益乡小学，他已经看到了习爷爷。一放
学，又赶上习爷爷来家里做客。和蔼亲切的习
爷爷，让他一点也没感到陌生。习近平讲起了
学校调研的观感：

“学校正在盖宿舍楼，就是为了解决一些
孩子上学远的难题。食堂二位师傅，服务全校
157个学生和23个老师，午饭四菜一汤。我想
起咱们开始扶贫的时候，推行每个孩子保证每
天一杯牛奶、一个鸡蛋。现在每顿标准涨到了
6块钱，比当初丰富多了。通过补贴，学生家
长负担也不重。我还注意到一件事，孩子们都
说普通话，这说明教学规范了。”

小陈锐听了不住地点头。
贫困户张剑峰坐在总书记左侧长条凳上，

他给总书记算了算自己的医药费。“前年查出
了鼻咽癌，党和政府雪中送炭报销了8万元。”
一旁的中益乡卫生院蒋凤插话说，像这种因病
致贫，中益乡还有200多户，我们实施了资助
参保、先诊疗后付费和大病救助兜底。

对因病返贫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十分上
心：“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是防止老
百姓因病返贫的重要保障。这个兜底作用很
关键。脱贫攻坚明年就要收官，要把工作往深
里做、往实里做……”

晚霞满天，山村如画。习近平总书记离开
村子时，乡亲们聚在村头，争相同总书记握手，
依依不舍。

回到重庆市里，已是夜深。总书记仍挂念
着山村的乡亲们：

“看了这么一个村，我心里是有底的。到
2020年初，预计全国将剩下600多万贫困人
口和60多个贫困县。把今年工作抓好抓实，
明年继续攻坚，就能彻底消灭现行标准下的贫
困。从各方面情况看，我们对完成任务是很有
信心的！”

“最重要的是防松懈防滑坡”

16日下午，重庆。在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
义：

“这是一次跨省区的座谈会。党的十八大
以来，从延安、贵阳、银川、太原、成都，再到重
庆，我是第六次主持召开此类会议。主题都是
脱贫，但每次的重点和专题有所不同。我们讲
精准脱贫，咱们工作的着力点也要体现精准。”

“召开这次座谈会，主要是考虑离全面完
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只剩下不到两年时间了，
今年的工作尤为关键。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
的关键阶段，‘打法’要同初期的全面部署、中
期的全面推进有所区别，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
防松懈、防滑坡。”

会场上，大家的发言开门见山，讲问题多、
谈成绩少。习近平总书记不时插话，更是直面
问题。

“现在乡村教师的工资状况落差大不大？”
当教育部负责同志介绍乡村教师待遇时，他插
话问道。

“在义务教育阶段，乡村教师工资略高于
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但还没有实现全覆盖，
力争3年做到。”

习近平总书记继续追问：“没有做到的原
因是什么？乡村振兴和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教
育，要保持教师队伍稳定，乡村的孩子不能输
在起跑线上。”

……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共产党人有迎难而

上的担当，更善于从问题中找到发展的钥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清醒看到我们的困难和
问题，分清轻重缓急，妥善解决，必须解决且有
能力解决的要抓紧解决，不能影响脱贫攻坚任
务的完成；有的问题是长期性的，攻坚期内难
以毕其功于一役，但要创造条件、订出计划、拿
出办法，分阶段逐步解决。

越是到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头。习近平
总书记反复强调不求速成，脱贫摘帽后还要稳
一稳、沉淀沉淀，确保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质
朴的语言，充满辩证法和科学的方法论，充满
哲理性的光芒，直抵人心。

总书记谈到了“迟到”和“早退”的问题。
“脱贫‘迟到’一点没有关系，还可加大力度，但
没有必要强调‘早退’。‘早退’容易形成攀比，
引起队伍不安心，更容易弄虚作假，一定要刹
住。我们定的是2020年全面实现脱贫，是要
全力以赴、奋力拼搏、快速奔跑、急行军才能完
成的，但决不能急功近利去抢功、冒功。”

他谈到了“拔高”和“降低”的问题。听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同志讲危房改造，习近
平总书记叮嘱道，有两个倾向要注意，一个倾
向是一步登天式的，擅自拔高标准。脱贫是保
障基本生活，跟富裕小康是不一样的。另一个
倾向是降低标准，争抢早“脱贫”。尤其是一些
地方易地扶贫搬迁的房子，层层转包，落实不
到位、不达标，住一两年天花板就掉下来了。
对降低标准的问题，一定要严肃整改、务必到
位。

会场，安静到能听见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
声。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县委书记蹇泽西发言
时，提到了石柱县的脱贫产业。“石柱县是黄连
之乡、辣椒之乡，还盛产蜂蜜。我们常说，吃得
了黄连苦、解决问题不怕辣，日子才会比蜜
甜。如今，石柱县还新发展了中药材黄精种
植。村民们不仅可以拿土地流转费，还能参与
分红。”

习近平总书记听了深有感触：“我们提出
要实施‘五个一批’，总的就是要因地、因人制
宜，缺什么补什么，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扶到点
上、扶到根上。”

大山挡住了人流、物流、信息流，也挡住了
致富路。蹇泽西告诉总书记，这几年，石柱县
推进交通建设向贫困乡、贫困村覆盖，如今行
政村通畅率100%。

“没有交通，就没有眼界。我想起当年在
福建，去寿宁的路非常难走。乡亲们也不敢把
猪养得太肥，因为太肥的话运不出来。但路一
通，车一进去，发展就活了。”

产业扶贫、教育扶贫、交通扶贫……越是
到吃劲的时候，越要响鼓重锤。有组沉甸甸的
数据：全国832个贫困县，153个已经宣布摘
帽，284个正在摘帽评估。习近平总书记放眼
长远：“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要严把
贫困退出关，严格执行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确
保脱真贫、真脱贫。”

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
“不摘监管”。铿锵的声音，蕴含着接续前行的
内在逻辑：“贫困县摘帽后，要继续完成剩余贫
困人口脱贫任务，实现已脱贫人口的稳定脱
贫。要保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不能乱翻烧
饼、不能动辄换了频道。”

汇聚磅礴之力

脱贫战线上千千万万的干部群众，是中国
奇迹默默的创造者。

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困难群众追求美好生
活的奋斗激情。

张剑峰，因病返贫的华溪村村民。他感恩

党的帮扶，一再给总书记念叨：“如今政策真是
好，我要努力往前跑！”

习近平总书记笑了：“我也在村道边看到
了这句标语，很生动！这句话说明两点，一是
党的政策深得人心；另一点是，人民群众看到
政策好，激发了他们的奋斗精神。”

扶贫要扶智，更要扶志。习近平总书记
说：“要通过‘扶’激励‘干’，不能通过‘扶’促进
了‘懒’，这就南辕北辙了。”“我去了中国很多
贫困地区，看望了很多贫困家庭，他们渴望幸
福生活的眼神和不怕苦不怕累的奋斗精神，深
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扶贫干部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实干作风。

谭雪峰，中益乡党委书记。30多岁的他，
在扶贫一线摸爬滚打了7个年头，选择了一条
和大学同学完全不同的人生路。他告诉总书
记：“去年我们和驻乡驻村工作队只休息了3
个双休日，每天入户摸排情况、落实政策，我们
敢说对脱贫做到了百分之百精准。”

伍东，重庆市城口县周溪乡凉风村党支部
书记，带领乡亲们修富路、挖穷根。他最大的
感受是“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这些年，
村里加强了党支部建设，建立了互帮、互学、互
管活动小组，先富帮后富、后富学先富蔚然成
风。

还有重庆市奉节县平安乡党委书记邹远
珍，总书记询问她乡里的情况，她成竹在胸，应
答如流。谈到下一步，她说得很动情：“我们将
秉承‘为民吃尽天下苦，甘洒热血染山河’的革
命精神，以‘流血流泪不留遗憾，任劳任怨绝不
认输’的奋斗状态，迈入全面小康！”

脱贫一线干部的辛劳与付出，习近平总书
记记在心里。这些年，300多万县级以上机
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参加驻村帮扶，目前
在岗的第一书记20.6万人，驻村干部70万人，
加上197.4万乡镇扶贫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
一线扶贫力量明显加强，成为脱贫攻坚的“尖
刀班”“爆破手”，打通了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
里。

总书记特别提到了奋战在一线的扶贫干
部：“这都是我们新时代的英雄。我们要关心
他们的生活、健康、安全。”“对在基层一线干出
成绩、群众欢迎的干部，要注意培养使用。培
养干部就是要不断推到火线上、前线上，在摔
打中成长，成为骨干栋梁。”

华溪村的谭登周今年春节专门请人写了
副春联：“九死一生靠政策，三病两苦有医保。”
横批是“共产党好”。

老谭年逾六旬，去年务工时受了重伤，在床
上躺了4个多月。“党和政府补助14万元。”老谭
讲到这件事，激动不已：“要不是政策好，我坟上
的草都这么高啦！”习近平总书记握着他的手：

“党的政策对老百姓好，才是真正的好。”
脱贫攻坚，见证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

色。“咱们过去闹革命的时候，共产党是穷苦老
百姓的党，就立志为老百姓翻身得解放去奋
斗。如今，国家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回过头来
看看，还有没有生活困难的老百姓？现在有条
件了，更要帮助贫困群众过上好生活。全面小
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每一个贫困群众都要帮
扶，这才是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话音未落，
掌声如雷。

脱贫攻坚，也是我们党对历史、对人民的
一份交代。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把太
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书写了气壮山河的人
间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是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追求老百姓的幸福。路
很长，我们肩负的责任很重，这方面不能有一
劳永逸、可以歇歇脚的思想。唯有坚定不移、
坚忍不拔、坚持不懈，才能无愧于时代、不负
人民。”

（新华社重庆4月18日电）

“这件事我要以钉钉子精神反反复复地去抓”
——记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专题调研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