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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7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7
日分别参加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一些代表团的审议。

习近平在甘肃代表团参加审议。会
上，唐晓明、王涛、杨艳、王刚、梁倩娟、
富康年、董彩云、范鹏等 8 位代表先后围
绕培育主导产业、保护生态环境、高效利

用资源、支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电商扶
贫、做强文化品牌、提高贫困地区人口
素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问题发表意
见。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肯
定甘肃近两年的工作，希望甘肃广大干
部群众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全
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着力深化
改革开放、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大环
境保护和整治力度、加快社会事业发展，
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习近平指
出，现在距离 2020 年完成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只有两年时间，正是最吃劲的时
候，必须坚持不懈做好工作，不获全胜、
决不收兵。要坚定信心不动摇。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局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摆在治国理
政的突出位置，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九大之后，（下转第四版）

3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的审议。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本报讯（记者赵建）3 月
6 日至 7 日，省委副书记赵一
德就做好全国两会安保工作
到保定市和廊坊市进行调
研。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强化整体防控，强化责任
落实，坚决当好首都政治“护
城河”。副省长、省公安厅厅
长刘凯参加有关活动。

赵一德先后来到省公安
厅高速公路交警总队涿州公

安检查站、环京“护城河”指
挥部和三河市巡特警大队指
挥中心、燕昌路模块化消防
站、东贸国际社区、白庙高
速检查站及省联席办全国
两会期间驻京指挥部，仔细
查看智能安检情况，视频调
度检查站执勤工作，登上发
往北京的公交车检查安保细
节落实情况，听取了有关工
作汇报，对环京“护城河”指
挥部、（下转第七版）

赵一德在保定廊坊调研全国
两会安保工作时强调

强化整体防控 强化责任落实
坚决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

本报讯（记者尹翠莉）日前，省
委印发《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的实
施意见》。意见指出，全省各级党
委、党委政法委和政法单位党组

（党委）必须始终坚持党对政法工
作的绝对领导，确保政法工作沿着
正确方向前进。

意见要求，要充分发挥全省各
级党委统揽作用，全面加强对政法
工作的领导。全省各级党委成立
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
委政法委，建立多部门参与的平安
建设工作协调机制，统筹推进社会
治理和平安建设工作。建立完善
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领导责任制，
落实“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
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
责”原则，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和平安
建设格局。

充分发挥全省各级党委政法委
职能作用，加强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和管理。省市县党委设置政法委员
会。乡（镇、街道）党组织配备政法
委员。加强省市县乡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中心建设。全省各级党委政法
委要指导、支持、督促政法单位在宪
法法律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开展工
作，上级党委政法委指导下级党委
政法委工作。

充分发挥全省各级政法单位党
组（党委）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
局、保落实。全省各级政法单位党
组（党委）要建立健全在执法办案中
发挥领导作用制度、党组（党委）成
员依照工作程序参与重要业务和重
要决策制度，增强党组（党委）及其
成员政治领导和依法履职能力，确
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宪法法律正
确统一实施。

加强决策和执行，忠诚履行新
时代政法工作各项职责任务。全省
各级党委、党委政法委、政法单位党
组（党委）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
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在
各自职责权限范围内，及时对相关
事项研究作出决定、决策部署或者
指示。对于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
决定、决策部署、指示等，各有关地方党委、党委政法委、政法
单位党组（党委）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党委要建立健全委
员会全体会议或者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政法工作的制度。各
级党委政法委实行全体会议制度。（下转第七版）

本报讯（记者四建磊、王成果、吴
韬）3 月 7 日上午，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的河北省代表团举行全体会
议，并向中外媒体开放，生动展示经济
强省、美丽河北改革发展新气象，充分
彰显新时代京畿重地拼搏竞进新作
为。来自国内外 64 家媒体的 77 名记者
参加媒体开放日活动。

河北省代表团团长、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主持会议并回
答记者提问。河北省代表团副团长、省
委副书记、省长许勤等回答记者提问。
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干杰到会
听取审议意见。

作为京畿重地，河北历来受到国内
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近年来，随着京津
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北京
冬奥会筹办等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
事的深入实施，河北更成为举世瞩目的
焦点。为了深入了解今年河北改革发
展的重要信息，很多媒体记者提前来到
会场，媒体采访区内座无虚席。

上午 9 时，会议开始。河北省代
表团继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
划报告和预算报告。袁桐利、张业、杨
国占、常丽虹、田永君、李长庚、尚金
锁、曹宝华代表先后发言，就推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以城乡融合实现高质量
发展、深化国企改革、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加强科技创新、提升基层组织力、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增强民营企业内
生动力等作了发言。

“接下来进入媒体采访阶段，请记
者朋友们提问”，王东峰代表简洁的开
场白，拉开了媒体采访的序幕。记者们

争相举手，就关心关注的问题进行提
问。王东峰、陈刚、陈平、许勤、时清霜、
武卫东、党晓龙等代表先后回答问题，
真诚坦率回应媒体关切。

习近平总书记对燕赵大地充满深

情，多次对河北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
示。人民日报记者问到，河北省在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中，取得了哪些新成就，发生了哪些
新变化？（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在甘肃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

尽锐出战迎难而上 真抓实干精准施策
确 保 脱 贫 攻 坚 任 务 如 期 完 成

我省代表委员和干部群众热议习近平我省代表委员和干部群众热议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总书记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
啃 硬 骨 头 下 绣 花 功
以作风攻坚推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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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印发

《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的实施意见

》

全省各级党委成立平安建设领导小组

3 月 7 日上午，河北省代表团举行媒体开放日活动。来自国内外 64 家媒体的 77 名记者参加媒体开放日活动。
记者 赵 威摄

展示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改革发展新气象 彰显新时代京畿重地拼搏竞进新作为

河北省代表团举行媒体开放日活动河北省代表团举行媒体开放日活动
王东峰许勤等回答记者提问 李干杰到会听取意见

●现在距离 2020 年完成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只有两年时间，正是
最吃劲的时候，必须坚持不懈做
好工作，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要把握脱贫攻坚正确方向，确
保目标不变、靶心不散，聚力解
决绝对贫困问题，加大对非贫
困县、贫困村内贫困人口的支
持，严格执行贫困县退出标准
和程序，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
历史检验

●贫困县摘帽后，也不能马上撤摊
子、甩包袱、歇歇脚，要继续完成
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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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第二版

牢记嘱托拼搏竞进 奋力书写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新篇章
——河北省代表团媒体开放日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脱贫攻坚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坚
定必胜的信心，越要有一鼓作气的决
心，尽锐出战、迎难而上，真抓实干、精
准施策，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 7 日下午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审议时，

就脱贫攻坚强调指出，要坚定信心不动
摇，咬定目标不放松，整治问题不手软，
落实责任不松劲，转变作风不懈怠。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代
表委员和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一鼓作气 咬定既定目标
不放松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定西市委书

记唐晓明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后，对打
赢脱贫攻坚战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总书记的讲话高瞻远瞩，是在
脱贫攻坚战最吃劲的时候给我们发
出的总攻令和动员令。他讲到的每
个方面都非常切合我们基层脱贫攻
坚 工 作 的 实 际 ，导 向 鲜 明 ，重 点 突
出，直指要害。”唐晓明说。

（下转第七版）

脱贫攻坚 尽锐出战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

时的重要讲话产生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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