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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在“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代表党中央，向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和各条战线的广大妇女同胞表示诚挚
的慰问，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同胞致以

节日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广大女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
奋战，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展现了
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广大
党员干部、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员、社

区工作人员、新闻工作者、志愿者等中
的妇女同胞们忠诚履职、顽强拼搏，做
了大量艰苦工作，用实际行动为疫情防
控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大家坚
定必胜信念，保持昂扬斗志，做好科学
防护，持续健康投入战胜疫情斗争。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
心关爱疫情防控第一线和各条战线的
妇女同胞，大力宣传防疫抗疫一线的巾
帼典型，激励和支持亿万妇女为打赢疫
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贡献
智慧和力量。

□河北日报记者 郝东伟

春耕不等人，备耕正当时。
眼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到了最

吃劲的关键阶段，春耕备耕也进入了
关键时节。燕赵大地上，农民们忙着
订购农资、检修农机具、平整土地，一
幅战“疫”下别样的“春耕备耕图”正在
徐徐展开。

节省人力物力，现代农机
成为春耕主力军

3月4日，在赵县姚家庄村，站在麦
田旁放眼望去，一片绿意盎然。伴随
着螺旋桨的嗡鸣声，数架植保无人机
匀速低空掠过麦田，所经之处，洒下的
雾化农药瞬间弥散开来，落在返青的
冬小麦上。

“今年小麦长势特别好。现在气
温升高了，除草和病害防治可以用植
保无人机，效率高、速度快，还节省人
力。”赵县光辉农业机械服务合作社负
责人姚风娟说，植保无人机采用喷雾
喷洒方式喷施均匀，一架无人机一天
就可喷洒麦田近400亩，大大节省了人
力成本，同时还可节约 20%左右的农
药、30%左右的水，可谓一举多得。

姚风娟告诉记者，合作社流转土
地 3160 亩，托管土地 1.8 万亩，拥有小
麦收获机、玉米收获机、大型拖拉机等
农机具150余台（套），全自动无人驾驶
等高科技、智能信息装备的应用，使合

作社农业生产真正实现了耕、种、管、
收全程机械化。目前合作社已备足液
态肥 260 吨，农药充足，所有农机已全
部完成检修，可满足春耕备耕需求。

在邯郸磁县，植保无人机、植保机

器人、卷盘平移式对行淋灌机等新农
机装备纷纷投入春耕生产，生产效率
得以提高，同时避免了人员聚集。

“眼下正值小麦‘一喷三防’的关
键时期，（下转第五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省扶贫
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
印发《关于剩余贫困人口如期高质量脱
贫的推进方案》。方案提出，2020年是脱
贫攻坚全面验收交账之年，我省剩余3.4
万贫困人口计划全部脱贫退出。各地各
部门要全面摸排全省所有剩余贫困人
口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帮扶需求，有针
对性地提出任务目标、重点工作和推进
措施等。确保到今年6月底前，全省剩余

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问题，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 4000 元
的脱贫标准，如期实现高质量脱贫。

信息系统显示，目前，全省共有剩
余贫困人口 1.6 万户 3.4 万人，分布在 9
个市、93个县（57个贫困县、36个非贫困
县）、7217 个村（2905 个贫困村、4312 个
非贫困村），截至目前“两不愁三保障”
问题均已解决，但人均纯收入比全省贫
困人口平均水平低 26.2%，0.82 万人收
入低于上年度脱贫标准。3.4万人中患
长期慢性病和大病的共 1.43万人，贫困
残疾人 0.78万人；有劳动能力的 1.24万

人，无劳动能力的 2.13万人。这些多数
是需要采取兜底保障措施的特殊困难
群体，增收渠道窄、脱贫难度大、后续扶
持难，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按照对标
标准、分类指导、因村制宜、因户施策的
要求，根据剩余贫困人口不同贫困属性
和致贫原因，有针对性地分类落实各项
扶贫政策和帮扶措施。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全覆
盖。建立健全“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监测预警和排查处置长效机制，随时
发现随时解决。对剩余贫困人口中 16

周岁以下的 0.50万人，强化控辍保学针
对性举措，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有学上、
上得起学。对剩余贫困人口中患长期
慢性病和大病的 1.43万人、贫困残疾人
0.78 万人，认真落实先诊疗后付费和医
疗保障扶贫政策，兜住因病、因残支出
底线。对住房安全、饮水安全仍存在隐
患的，加强重点监测，及时解决问题。

分类施策全覆盖。围绕人均收入
2020年 6月底达到 4000元和“两不愁三
保障”核心指标，根据贫困属性、致贫原
因和帮扶需求，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
原则，逐户制定帮扶措施，（下转第五版）

河北日报讯 3月6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发出脱贫攻坚战的总攻
新号令，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倍受鼓舞、
信心倍增。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定不
移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对
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

采取有效措施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绷紧弦、加把劲，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对确保高质量完
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进行再动员、再
部署，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充分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提供坚强保障。”省财政厅二级巡
视员翟广平说，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
出要加大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力度，加
强扶贫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和效益。近年来，省财政厅支持和指
导贫困县加大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力
度，根据脱贫攻坚任务做到“因需而
整、应整尽整”。（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极大激发我省广大干部群众斗志

统筹推进狠抓落实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习近平向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和
各条战线的广大妇女同胞表示诚挚的慰问
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确保稳定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4000元

河北力保3.4万剩余贫困人口上半年高质量脱贫

疫情防控不松劲 春耕备耕不误时
——我省各地抢抓农时做好春季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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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3 月 8 日
下午，国务院新闻办记者见面会在武汉
举行。河北支援湖北第一、二批医疗队
队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二科主任袁雅冬受邀参加。

“面对疫情，产生恐惧心理，这是正
常的，毕竟新冠肺炎是新发传染病，大家
对它不了解，认知不充分。”面对记者的提
问，袁雅冬说，作为医务人员，要有勇气面
对它，相信只要能够有效防护，就能保护
好自己；只要科学救治，就能挽救生命。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 4 万
多医务人员陆续奔赴武汉抗击疫情。
1 月 26 日（正月初二），在本应阖家团聚
的时刻，袁雅冬主动请战奔赴武汉前线，

“作为呼吸科医生，出征武汉抗击疫情，
责无旁贷。”

“作为队长，压力大吗？如何避免医
务人员出现感染，把每个人平安带回
家？”有记者问。

“说实话，作为队长，没有压力是不
可能的。”袁雅冬坦言，哪个队员没有父

母，哪个队员没有亲人的挂念。队里相
当一批队员是 80 后、90 后，有的孩子刚
刚出生，有的推迟了婚期，他们第一次面
对这么重大的突发事件，“我有义务，也
有责任把大家平安带回家。”

“他们总是亲切地称我为‘袁妈妈’
‘袁老师’，所以，我真的‘压力山大’
啊！”袁雅冬说，她把压力变动力，将院
感防控当成生命红线，做细做实，全力
以赴确保“零感染”，“从医院到酒店，从
群体到个人，（下转第三版）

河北支援湖北第一、二批医疗队队长袁雅冬受邀参加国务院新闻办记者见面会

“ 一 起 战 ，一 起 赢 ”

3月8日，袁雅冬在记者见面会上
发言。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徐纯性同志逝世

3月5日，赵县南柏舍镇金丰公社冬小麦种植基地，工人在操作机械设备给冬小麦喷洒农药（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河北日报讯 中国共产
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
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第五届、
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
记（享受省长级医疗待遇）徐
纯性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0年3月5日10时20分在
北京逝世，享年97岁。

徐纯性同志（原名赵安
国，曾用名赵安，笔名沙帆）
1923 年 3 月出生于山西省盂
县。1937 年 10 月参加革命。
1941 年 3 月进入华北联合大
学学习。1942年5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徐纯性同志参加革命
工作以来，先后任龙延怀联县
区委常委、书记，龙关县武工
队政委，平北地委宣传部干
事，怀来县委宣传部部长，龙
崇宣联合县委副书记、书记，
南口地委秘书长，察哈尔省委
组织部处长，张家口市委秘书
长、市委常委、市（地）委书记，
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
委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省委党
校领导小组副组长、省革委政

治部副主任、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部长等职。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徐纯性同志任河
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80
年11月兼任省哲学社会科学
联合会主席。1985 年 6 月，徐
纯性同志任政协河北省第五
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
记，1988年4月任政协河北省
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
书记，1991年9月兼任省社科
联名誉主席。徐纯性同志是河
北省第五届、第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徐纯性同志的一生，是革
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工
作严谨，光明磊落，顾全大局，
品德高尚。他对党忠诚，坚持
原则，公道正派，作风民主，团
结同志，平易近人。他谦虚谨
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
俭朴，清正廉洁。他的逝世，使
我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共产
党员、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导干
部，他的崇高风范和优秀品德
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成果）3
月 8 日，省长许勤主持召开专题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
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研究调度
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进展工作。

会上，省发改委、工信厅、财
政厅、人社厅、农业农村厅等部
门，分别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下步工作
建议进行了汇报。与会省领导
讲了意见。

许勤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
的庄严承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省
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带领全省
人民拼搏奋进，转型升级爬坡过
坎，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
加快转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
得决定性进展。今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为“十四五”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各级各部
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站在“两
个大局”的高度，站在践行初心使
命的高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
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抢抓机遇，
狠抓落实，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圆满收官。

许勤强调，要强化目标导向，
围绕“两个翻番”和“十三五”规
划、三大攻坚战等重点任务指标，
健全各级政府牵头抓总、主管部
门统筹协调、横向协同纵向联动
的推进机制，建立工作台账，实行
清单管理，将任务逐项分解到各
部门和各市县，月分析、季调度、
年交账，以责任落实倒逼工作落实。要精准分类施策，对存在差距
的指标强力攻坚，加大运行调节、要素保障、指导督导力度；对已完
成和接近完成的指标持续加力，努力向更高目标迈进；对受疫情冲
击较大的行业、企业，制定实施针对性帮扶举措，积极有序推动相
关指标恢复性增长，实现以丰补歉。要加强动态监测，进一步完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强化对省、市、县三级指标
运行情况的分析研判，及时统筹调度。（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