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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

作人员。
任命俞建华为商务部副部长、国际贸易谈判

副代表；任命陆建华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副主任；任命吴鹏为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
常驻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代表。

免去孙保红（女）的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
表、常驻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代表职务。

贺一诚宣布初步决定参选
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

据新华社澳门4月18日电 澳门特区立法
会主席贺一诚18日宣布，初步决定参加澳门特区
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

贺一诚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因为他本人身
为全国人大代表，是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当然
委员，按规定不可参选行政长官。他已向全国人
大常委会提出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要在获批
准辞任后才有资格参选，因此他参选是初步决定。

贺一诚1957年6月生于澳门，曾任澳门特区
行政会委员、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等职。2013
年10月，当选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2017年10
月连任。他是第九至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

刘胡兰：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据新华社太原4月18日电（记者王菲菲）刘
胡兰，女，1932年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小年纪，便对黑暗的旧社会
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山西人民
开展救亡运动，文水县也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从此，刘胡兰开始逐步接触革命道理，懂得了一个
人怎样才能活得有价值、死得有意义。

刘胡兰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团，和小伙
伴一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有一次，八路
军包围了敌军一个团，县妇女部长奉命组织民兵担
架队支援前线。刘胡兰和几名妇女也要支前。部
队首长劝她们：“前面正在打仗，很危险。”刘胡兰果
敢地回答：“战士们都不怕，我们是女民兵，也不
怕。”她们在前线表现得十分勇敢，不但为伤员包扎
伤口，还帮助战士们运送弹药，一直忙到天黑，战斗
结束才撤回来。这时的刘胡兰才13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占领了
文水县城，解放区军民被迫拿起武器，保卫胜利果
实。1945年11月，刘胡兰参加县党组织举办的妇
女训练班。40多天的学习，使她懂得了许多革命
道理，阶级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回村后，她担任
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与党员一起发动群众斗地
主、送公粮、做军鞋，还动员青年报名参军。刘胡兰
在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成长，于1946年6
月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这一年，她才14岁。

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被国民党军和地主
武装抓捕。在敌人威胁面前，她坚贞不屈，大义凛
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敌人没有办法，将同时
被捕的6位革命群众当场铡死。但她毫不畏惧，从
容地躺在铡刀下。她以短暂的青春年华，谱写出永
生的诗篇，以不朽的精神，矗立起生命的宣言。

1947年3月下旬，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
转战陕北途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纵队司
令员任弼时向他汇报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
毛泽东问：“她是党员吗？”任弼时说：“是个优秀的
共产党员，才15岁。”毛泽东深受感动，挥笔写下
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

4月 18日，媒体记者在台北市长安东路二
段受地震影响造成倾斜和裂缝的楼前进行现场
报道。

当日 13 时 01 分，台湾花莲县海域（北纬
24.02度，东经121.65度）发生6.7级地震，震源
深度24公里。岛内多地震感明显，所幸未传出重
大灾情。

根据台湾气象部门的报告显示，花莲县铜门
最大震度达7级，南投县、宜兰县、台中市、新北市
等多个地区震度达5级。

台气象部门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陈国昌接受
媒体联访时表示，这是台湾今年以来规模最大的
一次地震，全台有感。他认为这次地震并不是去
年花莲“2·6”地震的余震，而是一个独立的地
震。同时，不排除在一周之内有4-5级的余震
发生。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 摄

台湾花莲发生6.7级地震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4月18日同巴林国王哈马
德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30
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巴建交

30年来，两国相互尊重、相互支持，
结下深厚友谊，双边关系稳步向前发
展，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我高度重
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哈马德国王一
道努力，以中巴建交30周年和两国

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推动中巴各
领域合作迈向新台阶，造福两国和两
国人民。

哈马德在贺电中表示，巴方珍
视同中国的牢固友谊和各领域互利

合作，将继续致力于深化和发展巴
中关系，祝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更大
进步。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巴林
首相哈利法也互致了贺电。李克强在

贺电中说，中方愿同巴方在“一带一
路”框架内加强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
系取得更大发展。哈利法在贺电中
说，期待同中方一道努力，不断深化巴
中双边关系。

就中巴建交30周年

习近平同巴林国王哈马德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巴林首相哈利法互致贺电

大山深处的特殊“抽查”

走进老党员、已脱贫户马培清家，
已是下午五六点钟。4月15日这一
天，习近平总书记一早从北京出发，乘
飞机抵达重庆，再转火车、换汽车，翻
过一座座山、爬过一道道梁，一路奔
波，来到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
溪村。

雨后初霁，连绵的七跃山郁郁葱
葱。华溪村祖祖辈辈在山脚下的“巴
掌田”耕作，脱贫的步子也慢了些。路
上，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了村子的情况
介绍：建档立卡贫困户85户、302人，
其中8户、19人还没有脱贫。

马培清家很热闹。村民代表、
基层干部、扶贫干部、乡村医生，还
有已经摘帽的脱贫户，小院里笑语
欢声。总书记亲切地招呼大家坐下
来细细聊。

“换了三种交通工具到这里，就是
想实地了解‘两不愁三保障’是不是真
落地。我们在奔小康。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关键看扶贫工作做得怎
么样。贫困群众脱贫最基本的标准，
就是‘两不愁三保障’。”习近平总书记
笑着补充了一句，“这次到重庆来，就
抽查你们一个点。”

乡亲们都有一肚子的心里话。靠
帮扶摘帽的村民汪从兴抢先发言，他
没说两句就哽咽了。迎着总书记鼓励
的目光，他讲述了自家的故事：两个娃
儿上学，母亲重病，家里曾经穷得揭不
开锅。而今，每年1000多万贫困群众
脱贫，他是其中一个。

习近平总书记认真倾听，不时插
话。等到大伙发言告一段落，他给乡
亲们一条条梳理“两不愁三保障”的
进展。

“咱们国家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家
家都有补丁衣服。我也是穿补丁衣服
长大的。但是现在到全国各地去，包
括偏远的山村，大家穿得都很整齐，铺
盖床褥也很少见补丁。”

“再说粮食，我刚才看的两户人家
都有两三个粮垛子，手里有粮心里不
慌。”听说这些粮垛子装的多是前年收
获的粮食，习近平总书记颇为感慨，

“过去在陕甘宁边区，形容年头好是
‘耕三余一’。现在你们‘耕一余三’，
一年种的粮食吃个三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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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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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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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
报记者杜尚泽 新华社记者张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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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村，一个会。阳春时节，习近平总书记飞赴重庆，聚焦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看的村，是大山深处的贫困村，名叫华溪村。它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镶嵌在群山高山之中。越过千山万水，千里迢迢来到

这里，总书记就是想实地了解脱贫攻坚进展情况，看看贫困地区的新面貌。
开的会，叫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跨省区座谈会。“两不愁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是共产党人面向

世界的铮铮誓言和郑重承诺——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聚焦问题，
就难点议对策，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个会不是清谈会，而是冲着问题来的，是要实打实地研究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

摆脱贫困，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移的初心、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
习近平总书记长期思考的重大问题。

“多年来，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其实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在梁家河，他最大心愿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到了正定，
他甘冒风险也要摘了“高产穷县”的帽子；在宁德，他带领探索“弱鸟先飞”的脱贫路。一直到省里、到中央，扶贫这件事他始终“花的精力
最多”。习近平总书记说：“我提倡钉钉子精神，这得从我做起啊！这件事我要以钉钉子精神反反复复地去抓。”

党的十八大至今，中国不断刷新的减贫成绩单令世界惊叹。从2012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9899万，减少到2018年的1660
万，每一年、每一月，甚至每一天，这个数字都在变化。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贫困难题，进入了决战决胜的倒计时。

众志成城，越战越勇。习近平总书记说：“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我们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