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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奋斗 决战决胜
——全国两会前夕看打好三大攻坚战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进入 2019
年，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进入关键之年。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
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关键一步，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必须跨越的关口。处在历
史节点，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必将凝
聚更大共识，激发更强斗志，坚决打赢
三大攻坚战。

开局良好成效明显

春节前夕，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
县，84 岁的胡玉良老汉告别三代人住了
28 年的老房子，搬迁到镇上易地扶贫安
置小区，搬来后儿子一家还可以依托产
业扶贫发展生态养猪。

“全家 4 口人分到了 100 平方米简装
修新房，再也不用担心夏天漏雨、冬天漏

风。”胡老汉所
在的卢氏县是
河南省深度贫
困 县 ，有 4000

多个山头，2400 多条河流涧溪，群众贫困
且居住分散，只有让世代居于深山的居民
搬出来才能拔掉穷根。

“为了让贫困户搬得出、稳得住、能
发展、可致富，卢氏县探索成立了县级易
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公司，统筹盘活迁
出区和安置区各项资源，逐步实现产业
扶贫全覆盖。”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扶
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史秉锐说。

每个贫困户脱贫的背后，都是一个
系统工程，都有一场需要拼搏的硬仗。

“ 坚 决 打 好 防 范 化 解 重 大 风 险 、
精 准 脱 贫 、污 染 防 治 的 攻 坚 战 ，使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得 到 人 民 认 可 、经
得 起 历 史 检 验 。”党 的 十 九 大 上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铿 锵 的 话 语 既 是 决 心 ，
更是信心。

“打好三大攻坚战，对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意义重大，这是中国历史发展进
程中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全国政协委
员、经济专家张连起说，“得到人民认可”
与“经得起历史检验”，这两个条件足以
说明其分量之重。

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抓好三大攻
坚战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分别提出工作
思路和具体举措，排出时间表、路线图、
优先序，确保风险隐患得到有效控制，确
保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确保生态环
境质量总体改善。

撸起袖子加油干。党的十九大以

来，全国人民奋发努力，三大攻坚战不断
向纵深推进。

——一系列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措
施落地见效，金融违法违规行为得到初
步治理，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
遏制，金融风险总体上得到有效控制
……

——2018 年 1386 万农村贫困人口摆
脱贫困，预计 280 个左右贫困县脱贫摘
帽，完成 280 万人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
务，连续6年超额完成千万减贫任务……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初战告
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
人心。一批重大污染防治法案出台，生
态环境公益诉讼起步……

三大攻坚战开局良好，成效明显。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带来了稳定的发

展环境，污染治理带来了碧水蓝天，贫困地
区以绿水青山发展旅游，不仅保护了环境，
还带动脱贫。”全国人大代表、牧原集团党
委书记秦英林感慨，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切
切实实提升了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助力高质量发展

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到精准脱贫，
再到污染防治，打好三大攻坚战，本质上
都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尽管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不断
加大的下行压力，2018 年中国经济“成绩
单”中，高质量发展的成色十分亮眼。

三大攻坚战，对高质量发展正在形
成助力。

5000 个“黑烟囱”，灰色的天空，恶
臭的污水，丑陋的废渣山。这曾经是
人们对四川什邡的印象。从 2014 年开
始，什邡痛下决心，关闭大量污染企业
和落后生产线，重建全新的产业体系。

3 月 1 日，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委员陆续抵京。上图为湖北省的全

国政协委员章晓联在北京西站接受采访。 新华社发

海外专家学者关注2019年中国两会

期待中国新政策为世界带来新机遇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今年是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关键之年。近日来，海外专家学者
高度关注今年中国两会，期待两会释放
更多积极信号，中国出台更多新政策，为
世界繁荣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斯图尔特商
学院经济学教授哈伊里·图尔克十分关
注两会经济议题。他说，中国是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是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源之一。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各国，特
别是亚洲和非洲地区发展至关重要。中
国发展举世瞩目，其发展模式给很多发
展中国家带来启示。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休斯敦分校教授
乔恩·泰勒说，过去几年，中国取得的成
就令人瞩目，这其中包括嫦娥四号探测
器成功着陆月球背面、C919 国产大型客

机首飞、移动支付服务、量子科技研究以
及“一带一路”建设等。此外，中国还在
司法、教育、环保等领域作出重大改革，
取得骄人成就。“我很关心中国将会在就
业、内需、金融市场、外贸以及国内与外
来投资等领域采取哪些政策和措施来确
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教授汉
斯·亨德里施克积极评价中国实施的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他说，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是中国近年来一直在坚定不移推行
的经济政策，中国正在实现基础设施现
代化，这为国际合作创造出更多机遇。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教研室
主任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认为，中国通过
改革开放，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的发
展造福本国民众，也为世界繁荣发展作
出贡献。中国未来将如何发展自己，将

采取哪些新的策略来更好应对世界发展
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挑战，两会将给出
答案。

白俄罗斯前驻华大使、白俄罗斯国
立大学孔子学院白方院长阿纳托利·托
济克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充满期待。
他说，通常报告里有对过去工作的深刻
总结和客观评价，以及对未决问题所作
的综合分析并提出的相关解决建议等，
是研究中国的好材料。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京培曾在北京求学并多次访问中国。他
非常关注中国两会，认为两会展示了中
国发展经验和政策方向。中国在经济、
科技及其他领域取得优异成绩，特别是
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贫困人口减少的
幅度和贫困地区生活环境的改善给人留
下深刻印象”。

广东打通职业教育升学通道

中职学生也能读本科
据新华社广州3月1日电 记者从广东

省教育厅28日举办的职业教育“扩容、提
质、强服务”三年行动计划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广东已经打通中职学生升读大学本科
的通道，且升读人数和意愿正在逐年上升。

据介绍，广东自 2018 年开始“中职升
本试点”工作，由广东 4 所应用型本科院
校的特定专业面向全省中职学校招生，
首批 200 个计划，录取 166 人。2019 年，
广东“中职升本试点”继续扩大招生，经
教育部批准，计划增至 260 人。这意味
着，被录取的中职学生与普通高中毕业
生一样，可以直接考入本科院校学习。

除了直升本科以外，中职学生还可以
通过考试升读高职院校，再从高职院校考
入本科院校学习。广东计划到2021年，新
增12万个以上高职学位，全省中职学校数

量从 464 所整合到 350 所左右，中职毕业
生升读高职院校从目前 16%左右增加到
30%以上，本科高校招收高职院校毕业生
人数比2018年的1万余人翻一番。

为了更加优化职业教育培养质量，广
东省进一步加大投入，要求省属和珠三角
地区公办中职学校生均拨款基准定额不
低于5000元，粤东西北地区公办中职学校
不低于3000元，公办高职院校生均综合定
额拨款标准不低于区域本科高校的80%。

同时，为了提高产教整合，提高企业
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广东对开展学
徒制培养的企业，根据不同职业（工种）
的培训成本，给予每生每年 4000 元至
6000 元的培训补贴；各地可对规范接受
学生实习的企业，按照每生每月 200 元
至 400 元的标准予以补助。

俄中在安理会
否决美决议草案
中国代表强调反对外部势力

干涉委内瑞拉内政

据新华社联合国2月28日电 中国常驻
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 2 月 28 日在纽约联合国
总部表示，中方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委内瑞拉
内政，希望国际社会做真正有利于委内瑞拉
国家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事情。

吴海涛在当天联合国安理会表决美国提交
的委内瑞拉问题决议草案后进行解释性发言时
说，委内瑞拉事务应由委内瑞拉人民自主决定。
中方在安理会涉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出发点是，维
护《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
委内瑞拉问题的和平解决，维护拉美地区长期和
平稳定与发展。中方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委内瑞
拉内政，反对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预。

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呼吁，必须防止委
内瑞拉人道主义局势进一步恶化，援助物资
运入委内瑞拉应“畅通无阻”。

当天表决时，俄罗斯和中国行使否决权，
决议草案未获通过。

吴海涛表示，令人遗憾的是，该决议草案
与中方上述原则和立场严重不符。中方不得
不投了反对票。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记者 1 日从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获悉，为加强
事故现场应急救援的科学化、规范化，根
据当日发布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
例》，我国将从明确生产经营单位应急救
援措施、细化政府应急救援措施、建立现
场指挥制度等方面作出规定。

据司法部立法三局负责人张迅介
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立即启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采取迅速控制危险源，组织抢救遇险
人员，组织现场人员撤离等相应应急救
援措施，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告事故
情况；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接到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后，应当按照规定上
报事故情况，启动相应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采取组织抢救遇险人员、依
法发布调用和征用应急资源决定、依法
向应急救援队伍下达救援命令等应急救
援措施；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不能有效控

制生产安全事故的，应当及时向上级人民
政府报告，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采取措
施，统一指挥应急救援；同时，发生生产安
全事故后，有关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的，
可以设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指定现场
指挥部总指挥，现场指挥部实行总指挥负
责制，按照本级人民政府授权，组织制定
并实施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应急救援方案，
协调、指挥有关单位和个人参加现场应急
救援，参加应急救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服

从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

局长郭治武表示，条例中对应急救援队
伍的建设模式、建设方式及建设要求都
提出了制度性措施，特别是在危化企业
队伍建设方面，措施的刚性更强。队伍
建成以后，要配备必要的设备和器材，队
伍人员要进行培训，并具备相应应急救
援能力，确保在事故救援过程中能够发
挥应有作用。

应急管理部：

我国将从多方面加强事故现场应急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