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2
日，习近平
参 加 十 三
届全 国 人
大三 次 会
议 内 蒙 古
代 表 团 的
审议。
新华社 图

5月22日下午，湖南代表团在
驻地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参加
审议。

代表团团长杜家毫主持会
议。副团长许达哲、傅奎、王少峰、
李殿勋、刘莲玉，以及谢勇、陈文
浩、张灼华、田红旗、韩永文等代
表参加审议，田立文、叶晓颖列席
会议。

一个实事求是、 凝心聚力的
好报告

胡春华说， 政府工作报告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对去年政府工作和今年
以来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工作进
行了全面客观总结， 对今年工作
作了全面系统安排，主题鲜明、内
容全面，是一个实事求是、凝心聚
力的好报告， 我完全赞成。 下一
步， 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立
足底线思维，采取超常举措，全力
克服疫情不利影响， 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切实抓好农业生产，维
护就业大局稳定， 努力完成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为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
划圆满收官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
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杜家毫表示完全赞成政府工
作报告。他说，去年以来，面对诸
多困难挑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沉着应对，
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
峻考验， 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取得新的重大成果， 充分说明党
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国
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
著优越性。 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
工作的部署，坚持底线思维，突出
稳中求进， 目标任务紧扣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政策导向聚焦“六
稳”“六保”， 工作推进注重时效，
体现了党中央关于今年工作的部
署和要求。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加
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完善和落
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加大“六
稳”“六保”工作力度，确保完成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许达哲表示完全赞成政府工
作报告。他说，我们将围绕决战脱
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扎实做好就业扶贫、产业扶贫，
解决好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
安全、饮水安全等问题;坚决完成
粮食生产和恢复生猪生产目标任
务；努力保市场主体，稳住就业基
本盘；落实“守护好一江碧水”嘱
托，狠抓水源地环境整治、城镇黑
臭水体整治等工作； 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 深化改革开放
激发市场活力；政府过紧日子，保
证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 兜牢
民生底线，办好重点民生实事。

会上，廖仁旺、龙晓华、袁延
文、徐云波、孟庆强、阳海玲、曹志
强、 姚劲波等代表还围绕打好脱
贫攻坚战、发展粮食生产、推进农
业机械化、洞庭湖生态保护治理、
农村电网改造、 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提升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稳定和扩大就业等提出建议和意
见。 ■记者 贺佳 冒蕞

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各项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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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代表团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胡春华参加审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5月22日下午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
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党团结带领
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
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
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
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
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 必须坚
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
牢植根人民， 并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
作之中， 落实到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中去。

习近平强调， 必须把为民造福
作为最重要的政绩。 我们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 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
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 安危冷暖放
在心上，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
心的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
养老、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实际问
题，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
干， 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 得到实
惠。 要巩固和拓展产业就业扶贫成
果，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推
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要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
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要抓紧完
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公共卫
生体系， 加强城乡社区等基层防控
能力建设，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更好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 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
略定力，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导向，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 把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
色长城构筑得更加牢固。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醒认识到，自
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
人民赋予的， 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
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各级领导干
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
业观，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
名，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要做到长期
执政，就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 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一以贯之全面
从严治党， 坚定不移反对和惩治腐
败，坚持不懈整治“四风”，进行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要教育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同人民群众同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要坚定不移反
对腐败，坚持不懈反对和克服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 ■据新华社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
关心的实际问题

内蒙古代表团气氛热
烈，讨论活跃。在认真听取
大家发言后， 习近平作了
发言。 他首先表示完全赞
成政府工作报告， 充分肯
定内蒙古一年来的工作，
希望内蒙古的同志大力弘
扬“蒙古马精神”，坚决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坚决克
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在新时代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征程上书写内蒙古发展新

篇章。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没

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
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
第一位。这是我们党作为马
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
政党的显著标志。在重大疫
情面前，我们一开始就鲜明
提出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全国
范围调集最优秀的医生、最
先进的设备、 最急需的资
源， 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
治，救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
担。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
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要继
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的要求，绷紧疫情防控这根
弦， 完善常态化防控机制，
确保疫情不出现反弹。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
惜一切代价

习近平强调，人民是
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在这次疫情防控斗争中，
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全
国动员、全民参与，联防
联控、群防群治，构筑起
最严密的防控体系，凝聚
起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
广大人民群众识大体、顾
大局，自觉配合疫情防控
斗争大局，形成了疫情防
控的基础性力量。我国社
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
根本利益最广泛 、 最真
实、最管用的民主。我们
要坚持人民民主，更好把
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
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内
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早
成立的民族自治区，要坚
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加强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加快民族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步伐，继续在

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上走
在前列。

习近平指出，做好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要紧紧依靠人民。这
次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造成了较大冲击和影
响， 但某种程度上也孕育
了新的契机。 我国经济稳
中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改变。 要积极主动
作为，既立足当前，又放眼
长远， 在推进重大项目建
设、支持市场主体发展、加
快产业结构调整、 提升基
层治理能力等方面推出一
些管用举措， 特别是要研
究谋划中长期战略任务和
战略布局， 有针对性地部
署对高质量发展、 高效能
治理具有牵引性的重大规
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
在应对危机中掌握工作主
动权、打好发展主动仗。

在应对危机中掌握工作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