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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综述

习近平：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 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

武汉保卫战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3月 10 日专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湖北和武汉是这次

疫情防控斗争的重中之重和决胜之地。经过艰苦努力，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

向好变化，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但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

要保持头脑清醒，越是要慎终如始，越是要再接再厉、善作善成，继续把疫情防控作为当

前头等大事和最重要的工作，不麻痹、不厌战、不松劲，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

工作，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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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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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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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

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3 月 4 日召开会议，研究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稳定经

济社会运行重点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当前已初步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

恢复的态势，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精神，加

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完善相关举措，巩固和拓展这一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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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势头，力争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早日全面步入正常轨道，为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创造条件。【详细】

习近平：协同推进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

供科技支撑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3月 2日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

科研攻关工作，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疫情防控科研攻关一线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衷心的

感谢和诚挚的问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

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要把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作为一项重大而

紧迫任务，综合多学科力量，统一领导、协同推进，在坚持科学性、确保安全性的基础上

加快研发进度，尽快攻克疫情防控的重点难点问题，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详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近

期防控重点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2月 26日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分析当前疫情形势，研究部署近期防控重点工作。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

的态势正在拓展，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恢复，同时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其他有关地区疫情反弹风险不可忽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加强正确引导，推动各方面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加强疫情防控这根弦不能松，经济社会发

展各项工作要抓紧。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准确分析把握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保打赢

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详细】

■新闻聚焦

编者按：3 月 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这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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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坚定信心、顽强奋斗，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坚决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

的伟业。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和

心血，是广大干部群众扎扎实实干出来的。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广大脱贫攻坚战线的同

志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

必须高度重视面临的困难挑战。剩余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的挑战，巩

固脱贫成果难度很大，部分贫困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脱贫攻坚工作需要加强。今年

是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年，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响，各项工作任务更重、要求更高。各地

区各部门要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详

细】

■ 专家解读·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彰显制度优势

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收官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部署再动员

“到 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

诺，必须如期实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3 月 6 日在京出

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次座谈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方面

最大规模的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当前形势，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凝心聚

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

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围绕“脱贫攻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党的领导与脱贫攻坚”

等话题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督学组督学、教授洪向华，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政等多位专

家学者。【详细】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彰显制度优势

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307/c64036-316212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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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对扶贫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精准扶贫才能形成社会合力。精准扶贫是个宏大

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形成高度共识，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需要广泛调动社会

资源。加强党对扶贫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精准扶贫才会有的放矢。贫有百样，困有千

种。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因贫困需求施策，做到对症

下药、靶向治疗，才能真正拔掉穷根、开掘富源。正是坚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各级政

府制定了因地制宜的脱贫措施，才有了产业扶贫、人才扶贫、交通扶贫、金融扶贫、健康

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旅游扶贫、生态扶贫等多种扶贫方式。加强党对扶贫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精准扶贫工作才能有序推进。精准扶贫涉及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

理等方面内容。【详细】

精准施策是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

一是要优先做好贫困地区农民工返岗就业工作，保障贫困家庭尽快恢复务工收入。到

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务工，是贫困地区许多家庭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就业脱贫的一个重

要渠道。贫困地区由于一般地处边远，交通不大便利，更需要做好农民工返岗复工服务保

障。如果是交通一时受阻，可通过建立点对点、一站式服务通道，通过专车专列等方式成

规模、成批帮助低风险地区的农民工尽快返岗复工。如果是生产供应链一时中断而影响贫

困地区务工人员返工，有关部门要主动协调解决，尽快恢复生产供应链，帮助更多贫困地

区务工人员返回就业地。【详细】

脱贫攻坚再加把劲

努力克服疫情影响，打好脱贫攻坚硬仗，就是要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不动摇，

工作总体安排部署不改变。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脱贫攻坚全面收官带来了新的困

难和挑战。然而，推进脱贫攻坚不能有缓一缓、等一等的想法。要密切跟踪分析疫情对脱

贫攻坚的影响，进一步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实施分类施策，采取更有针

对性的措施。疫情较重地区，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下，可转变工作方式，充分利用信息化

手段，积极稳妥推进脱贫攻坚各项重点工作。疫情较轻或没有疫情的地区，要将脱贫攻坚

作为重要工作任务，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抓紧向前推进。【详细】

■ 重要评论·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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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是习近平总书记心里最牵挂的一件大事，花的精力最多。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每到一个地方调研，都要到贫困村和贫困户了解情况，“他们的生活存在困

难，我感到揪心。他们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打

赢脱贫攻坚战召开了 7 个专题会议，每次都围绕一个主题，分析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研

究破解之策、作出工作部署，为的就是千方百计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确保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不能出现一个人掉队。【详细】

确保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确保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就要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脱贫攻坚之所以能够取得决定性成就，最根本的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全党全国全社会上下同心，集中力量攻坚克难，推动脱贫攻坚不断攻城拔寨。现

在，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要啃下最后的硬骨头，全面

打赢这场硬仗，必须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

负总责的责任制，强化县级党委作为全县脱贫攻坚总指挥部的关键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扛起这一重大政治任务，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增强政治担当和责任担当，以高

度的历史使命感亲力亲为、一抓到底。【详细】

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目前看，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成，脱贫进度符合预期。但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

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全国还有 52 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 个贫困村未出列、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未全部脱贫。虽然同过去相比总量不大，但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的挑战，给我们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增

加了难度。唯有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迎难而上、攻城拔寨，高质量完成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才能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兑现我们党的郑重承诺。【详细】

决定性成就 世界性意义

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初心和使命的必然要求。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大规模

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决定性成就，无可辩驳地向世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

越性。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

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现在，脱贫攻坚到了最后关头，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

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履职尽责、不辱使命，努力把疫情影响降到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308/c40531-31621872.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311/c40531-31626387.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311/c40531-31626387.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310/c40531-31624461.html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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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奋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详细】

■ 学习文选·知识问答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

下( )的目标任务

A.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部分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B.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C.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部分贫困

D. 农村贫困人口部分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2. 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有 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 ）实现联合

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

么多人脱贫，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A. 10年

B. 11年

C. 12年

D. 13年

3. 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

挑战依然艰巨，决不能松劲懈怠。打赢脱贫攻坚战仍面临哪些困难挑战？

A. 剩余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B.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的挑战

C. 巩固脱贫成果难度很大

D. 脱贫攻坚工作需要加强

4. 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要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

体稳定，扶上马送一程。可以考虑设个过渡期，过渡期内，要严格落实（ ）的要求，主

要政策措施不能急刹车，驻村工作队不能撤。

A. 摘帽不摘责任

B. 摘帽不摘政策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312/c40531-31628067.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312/c40531-316280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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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摘帽不摘帮扶

D. 摘帽不摘监管

5.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针对主要矛盾的变化，理清工作思

路，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 ）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

的体制机制。

A. 农村振兴

B. 农业振兴

C. 乡村振兴

D. 乡镇振兴

本期答案 1、B 2、A 3、ABCD 4、ABCD 5、C

■ 编读往来

这里，是我们与您沟通的桥梁，您的建议，《党政干部学习文选》愿意听，您的想法

对《党政干部学习文选》很重要！

我们开辟“编读往来”这个栏目，旨在加强编辑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目的只有

一个：把文选办得更好，满足读者和网友的需求。它是我们与您沟通交流的使者。如果您

对我们的文选有更好的建议，或者对某篇文章有不同的见解，您都可以点击留言处畅所欲

言。对于您的问题我们会及时反馈。您的参与定会成为推动杂志更快更好发展的动力，我

们期待着您的参与！>>>留言投稿信箱：lilun@people.cn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4319/index.html
mailto:lilun@people.cn
http://cpc.peopl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