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1日中午，在妹妹家中小住两天
后，86岁的马培清回到了石柱县中益乡华
溪村。

下车后，马培清来到菜场准备买几条
黄斑鱼，“高兴，晚上吃好点。”

一路上，不停地有乡亲和马培清打
招呼，老人笑得合不拢嘴，“习总书记来到
我们村，那可是我们大家的福气！”

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石柱县
实地了解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时，来到中益
乡华溪村马培清的家中，与她亲切握手交
谈，这让马培清连续好几天心情都难以平
静，格外激动。

“我们一定把日子过得更好”

因为下午有记者要来采访，回到家中
的马培清特意换了一身干净的蓝布衣服，
庄重地在胸前佩戴上党徽，“我是个有着
46年党龄的老党员了，一定会严格按照党
的纪律来要求自己。”

马培清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前两天她
在妹妹家中小住，不止一遍地给妹妹和侄
儿讲起习近平总书记到家里的情形，清晰
地记得总书记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习总书记要我保持身体健康，保持
心情舒畅。我一定会按习总书记的要求，
多锻炼、多活动。”马培清表示，作为一名
老党员，她会继续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
头作用，为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继
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马培清还透露：“我现在每天早上都
要喝一瓶纯牛奶。”她接着算了一笔账：自
己一个月要喝两件半牛奶，就是187块5
角钱。“生活好了，这点钱完全付得起，不
过生活好了也不能大手大脚，都得精打细

算。”
正聊着，马培清的小儿媳谭明兰做完

村里的保洁工作回到了家中。
以前，大儿子陈福明缺乏致富技术，

小儿子陈朋身患重病还要负担两个孩子
上学，两人都在2014年被评定为建卡贫

困户。
在中益乡政府的多方帮扶下，陈福明

养起了肉牛，还当上公益性岗位的保洁
员，年均收入有3万余元，于2015年实现
了脱贫；陈朋通过土地入股分红、管护药
材基地等方式赚钱，谭明兰当上公益性岗

位保洁员，一家人也在2016年脱贫。
“现在国家的政策好，不愁吃不愁

穿。”面对记者的镜头，谭明兰有些腼腆，
“就像妈说的，翻身不忘共产党，脱贫不忘
习主席，我们一定会把日子过得更好。”

（下转2版）

“决不辜负总书记对我们的嘱托！”
——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见闻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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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并发
表重要讲话在我市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
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抓好落
实，锐意进取，担当作为，着力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确保如期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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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
新时代重庆发展新篇章。

拿出过硬举措和办法，着力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坚决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当前脱贫攻坚工作已到了决胜关键
时刻，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
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着力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分类建立完善工作台账，
进行问题排查与整改清零，确保高质量脱

贫，零问题摘帽，不落一户一人。”奉节县
竹园镇邓坪村驻村工作队队长梅孝祥表
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
进，给了我们扶贫队员莫大的鼓励和动
力。作为一线扶贫队员，我们要按照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脱贫攻坚，一
股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重庆视察指导，
第一站就来到中益乡小学，总书记对老师
学生的亲切关怀，令人倍感振奋、深受鼓
舞。”垫江县委教育工委书记、县教委主任
徐吉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不愁
三保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义务教育要有
保障，体现出党中央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
视，为抓好教育扶贫工作提供了根本遵
循、指明了方向路径。垫江县教育系统将
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
要政治任务，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紧盯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
向，狠抓精准落实，清单式、项目化落实教
育扶贫各项目标任务，以扎实的扶贫工作

成效和优异的教育质量，为如期全面打赢
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
量。

“总书记视察重庆并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要切实解决困难群众‘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让人倍受鼓舞。”重庆三峡学院
党委书记李廷勇表示，学校每年拨出1000
万元，帮助贫困家庭学生搭起求学的“绿
色通道”。在帮助万州、巫溪等区县培育
特色产业方面，学校派出专家团队，精选了
一批适应当地气候、土壤等条件且市场前
景好的项目，还为当地提供果蔬种植、畜牧
养殖、农产品营销和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
的技术指导和服务。如学校在万州区龙
驹镇建立的“扶贫科技小院”，是集农业科
技创新、农产品示范推广和人才培养于一
体的科技服务平台，学校派出科技人员长
年驻地服务当地群众。今后，学校还将继
续从智力扶贫、发展特色产业入手，不断
创新工作方式，探索适合三峡库区现代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到重庆视察，对我们

来说是巨大的鼓舞，让我们进一步坚定了
信心。”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蒋建国表
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扎实推进脱贫攻
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具体到医疗保障
工作上，将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应保尽
保，将所有人群特别是贫困人口全部纳入
医疗保障网络。二是坚持标准，让大家看
得上病、看得起病，特别是对一些常见病、
慢特病要尽力保障。三是通过大病保险
和基本医疗救助，让困难群众得了大病基
本生活也不受影响。通过各方面努力，让
人民群众有更多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
感，把脱贫攻坚工作做得更细、更好、更扎
实。

巫溪县兰英乡兰英村是该县16个深
度贫困村之一。兰英村驻村第一书记雷
宪斌说，兰英村地广人稀、村民居住分散，
为了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打赢
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当地驻村工作队成立
了流动便民服务队，村民的大事小情都由
服务队代办。

（下转3版）

锐意进取 担当作为
奋力谱写新时代重庆发展新篇章
——我市掀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热潮（三）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4月19日，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主任会议举
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监察司法委关于《重
庆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关于我市公安基层
所队建设情况的视察报告（送审稿）》的汇

报，听取了市人大城环委关于《重庆市人大
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执法检查方案（草案）》的汇报、关于《重
庆市人大常委会对〈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
2018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
的审议意见（送审稿）》的汇报，听取了市人

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关于2019年重点督办市
人大代表建议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市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举行市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次会议有关事项的汇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学普、杜黎明、沈
金强、张定宇、王越，秘书长龙华出席会议。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主任会议举行
张轩主持会议

涪陵十字村建设美丽乡村

“扮靓”村庄引来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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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2019年
4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斯里兰
卡发生系列爆炸事件向斯里兰卡总统
西里塞纳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贵国首都科伦

坡等地发生系列爆炸事件，造成重大
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
示深切的哀悼，向伤员和遇难者家属
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坚定同斯里兰卡人民站在一起，坚
决支持斯方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向
斯里兰卡总理维克拉马辛哈致慰问电。

就斯里兰卡发生系列爆炸事件

习近平向斯里兰卡总统致慰问电

（据新华社）

中办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
标题新闻

连日来，重庆广大干部群众沉
浸在习近平总书记来重庆视察指
导工作的喜悦与激动中，大家纷纷
表示，要把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
为干事创业的激情与责任。学习
贯彻落实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
话精神，首先就要聚焦于解决好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为如期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两不愁三保障”，是贫困人口
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为
了脱贫这件“最牵挂的大事”，总书
记千里迢迢、翻山越岭来到大山深
处的华溪村，就是想实地了解脱贫
攻坚进展情况，了解“两不愁三保
障”是不是真落地。总的看来，“两
不愁”已基本解决，“三保障”还存
在不少薄弱环节。一些地方基本
医疗保障方面还不到位，因病返贫
等成为了脱贫路上的“拦路虎”。
只有解决这些短板，才是脱真贫、
真脱贫，才能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
历史检验。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首先要拿出钉钉子精神。重庆
农村大、山区广，实现剩下贫困人
口全面脱贫的任务不轻，一些偏远
地区更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任
务虽然艰巨，但万众一心、众志成
城，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难题。党的
十八大以来，从延安、贵阳、银川、
太原、成都，再到重庆，聚焦脱贫主
题，总书记先后六次主持召开跨省
区座谈会，但每次的重点和专题有
所不同，充分体现了在“精准”上想
办法、出实招、见真效。我们要向
习近平总书记看齐，以钉钉子精神
反反复复地去抓，顽强作战，越战
越勇，把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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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还要奔着问题去、向着困难
攻。共产党人不仅有迎难而上的
担当，更善于从问题中找到解决的
钥匙。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不
仅考验决心，更亟待方法。越是关
键时候，越要稳住阵脚，用好“两不
愁三保障”这把尺子，一家一户量
出差距，抓紧摸清底数，精心规划
设计，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尤其
要瞄准饮水安全、因贫辍学、住房
安全等薄弱环节精准发力，算细
账、抓要害，确保教育、医疗、社会
保障兜底等政策到村到户到人，让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彻底变成现实。同时要巩固脱
贫成果，实现已脱贫人口的稳定脱贫，做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
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还要防止思想松劲，越是
到吃劲的时候，越要响鼓重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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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
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是在离全面完
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只剩下不到两年时间的关键阶段作出的
重要部署指示。我们要防止“迟到”和“早退”，在全力以赴、奋
力拼搏、快速奔跑基础上，避免“抢功、冒功”的心态，刹住“弄虚
作假”的歪风。要时刻警醒“拔高”和“降低”的倾向，脱贫是保
障基本生活，跟富裕小康是不一样的，不能擅自拔高标准、吊高
胃口，也不能为了赶进度降低标准，必须牢牢把握目标标准，稳
定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
制。

到2020年，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在
我们这一代人的拼搏中历史性地得到解决，每一个参与其中的
人都心潮澎湃、与有荣焉。全市上下要学思践悟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保持决战决胜状态，拿出过硬举措和
办法，来切实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要深入抓好中央
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以攻坚之勇和“绣花”之功，
一鼓作气，顽强作战，如期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不辜负总书
记的殷殷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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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村民正在为村里发展黄精、木瓜等特色产业积极投入生产。 特约摄影 龙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