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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两会视点

8日上午， 习近平在山东代表
团参加审议。

会上，刘家义、龚正、谭旭光、
邱亚夫、卓长立、王银香、傅明先、
张淑琴等8位代表先后围绕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 科技创新赢得时
尚话语权、解决好“两难”人员就
业等问题发表意见。 当龚正谈到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有功成不必在
我的思想时，习近平强调，功成不
必在我并不是消极、 怠政、 不作
为，而是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
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
得实惠的实事， 也要做为后人作
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
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
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
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

习近平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
部署，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
农”工作的总抓手。农业强不强、农
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
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质量。要深刻认识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扎扎
实实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好。

习近平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是一篇大文章， 要统筹谋划，科
学推进。

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紧紧围
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构建乡村产业体
系，推动乡村生活富裕。

要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快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生产体

系、 经营体系， 提高农业质量、效
益、整体素质。

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
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
振兴人才支撑，加快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
兴人才队伍， 在乡村形成人才、土
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

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
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
建设， 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要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坚持绿
色发展，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
合治理，扎实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计划，打造农民安居乐
业的美丽家园。

要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千
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
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
党组织书记， 深化村民自治实践，
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确保乡村
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要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进
行， 科学把握各地差异和特点，不
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模式，不搞层
层加码，杜绝“形象工程”。

习近平强调，要充分尊重广大
农民意愿， 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把广大农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
的动力， 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
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强调，海洋是高质量发展
战略要地。 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
海洋港口、 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
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
海洋强国建设作出贡献。■据新华社

“记者问什么， 你就直截了当
地讲，不用说省委书记说了什么、省
长说了什么！”3月8日上午的黑龙江
团开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
省委书记张庆伟两次打断一名念
稿的官员。（3月8日 中青在线）

在回答记者关于“乡村振兴
战略”的提问时，一位官员拿出了
自己准备好的材料。在念到6分钟
左右时，张庆伟第一次打断，提醒
他“你简短一点”。见该官员继续
埋头念稿， 张庆伟再次打断，“你
把材料直接给记者朋友吧！ 不用
说省委书记说啥、省长说了啥，我
们的话自己会说。”

“当场两次打断官员念稿”，可
以说是十分地不给面子了，但从务
实高效的会风要求来看，这种“不给
面子”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会议需要
与会者能够以最简明的方式亮出
意见和观点，这样既能节省时间，也
能让更多有质量的问题和意见得
以表达出来，降低会议交流成本，提
升会议沟通效率。

我们可以善意地理解念稿官
员是出于紧张心理， 因此不敢脱
稿畅所欲言，但是，这也很容易让
人觉得官员准备不足， 因此心中
没底，只能依赖书面文字来表述，
毕竟这样最保险。同时，还让人看

到一种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官
员答问时喜欢念稿。 人们往往会
将这种作风与“官话”、“套话”相
对应，认为既不具备诚意，也缺乏
质量，最重要的是，这与官员素质
直接挂钩， 一个凡事都必须照本
宣科的官员与一个随时可以即兴
发言、 对工作了然于胸的官员一
比较，二者高下立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力倡“脱稿
讲话”的文风、会风和“说风”，李克
强总理就在不少会议场合上强调
“不准念稿”并多次叫停“念稿”发
言。 这不仅是提高会议效率的要

求，更是对官员们在思维、观念和
作风上进行转变的要求。 讲话稿
固然可以让官员们在回答问题时
做到“滴水不漏”，但却体现出了
一种“能力恐慌”，这种“能力恐
慌”就是缺乏应变能力，甚至缺乏
为政能力。 再加上长期形成的照
本宣科习惯， 让缺乏能力者也没
有提升能力的自觉性， 反而将这
种“官僚主义”作风进行到底。

当场打断官员念稿， 既是对
“官腔”的反对和整顿，也是要求
官员要做到深刻思考，心中有数。
摒弃“官腔”，才能真诚坦荡、触及
实际；深刻思考，才能胸有成竹、

言之有物。作为官员，为政一方，
在两会发言时本应对工作了然于
胸侃侃而谈才对，照本宣科、不痛
不痒的发言除了浪费大家的时
间， 只会显示自己造福于民的工
作能力和服务能力堪忧。

念稿发言在官场上积习已
深，正因如此，才需要“打断念稿”
这种不给面子的行为， 参与两会
共商国是，与会者应该独立思考、
见解独到，这是使命，也是素养，
不仅仅是黑龙江省的这名官员，
其他的与会者也应摆脱“念稿”行
为，并应让脱稿发言成为常态。

■本报评论员 张英

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

功成不必在我并非消极怠政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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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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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正，8日上午分
别参加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一些代表团的审议。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习近平代表党中
央，向妇女代表、委员及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同胞，致以节日
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

着力做好民生工作 留住更多人才扎根发展

为“打断念稿”点赞

李克强在辽宁代表团参
加审议。陈求发、唐一军、张桂
平等代表就经济振兴、制造业
升级等积极发言，李克强与大
家深入交流，对辽宁努力攻坚
克难、 实现经济筑底企稳给予
肯定。他说，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在
改革开放中巩固经济向好势
头、实现辽宁全面振兴。进一
步解放思想，顺应企业和群众
需要，优化营商环境，吸引、留
住更多企业和人才扎根发展。
加快发展辽宁沿海经济带。促
进沈抚新区建设，辐射带动周
边地区。着力做好就业等民生
工作。努力在东北振兴发展中
发挥示范和支撑作用。

王沪宁在安徽代表团参
加审议。在听取李锦斌、李国
英、凌云等代表发言后，王沪宁

表示， 安徽发展站在新的起点
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 要以新发展
理念为指导推动实现高质量发
展， 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
坚战。 要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
革。要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落
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赵乐际在山西代表团参
加审议。听取骆惠宁、楼阳生、
郭凤莲等代表发言后， 他指
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 按照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 更加科学更加严
密更加有效推进管党治党工
作。要坚定不移正风反腐，凡是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

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
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持续开
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专项整治，坚决查处民生领域
严重违纪违法行为。

韩正在福建代表团参加
审议。在听取于伟国、唐登杰、
章联生等代表发言后，韩正指
出， 福建在我国改革开放中
具有重要地位， 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福
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激发
体制机制活力，切实加快科学
发展跨越发展；加快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
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好生
态环境， 守住守好绿水青山。

■据新华社

3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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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会议山东代
表团的审议。这是习近平同女代表亲切交谈。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