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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6年，中国减贫超千万人，谱
写了人类反贫困斗争史新篇章。截至
去年底，全国还有1660万贫困人口。
在接下来的不到两年里，能否兑现承
诺、彻底摆脱绝对贫困？

摆脱绝对贫困的标志，是稳定实
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不愁
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
安全有保障。 眼下，一场聚力攻坚脱
贫突出问题的集中歼灭战正在打响。

聚焦精准，确保目标不变靶心不散

芳菲4月，新建的红砖房掩映在绿
树间，自来水在洗菜池哗哗流淌，村卫
生室整洁明亮，村道干净平坦……明
媚的春光中，向中发觉得自己的家乡
响塘村正在向过去告别。

响塘村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永顺县芙蓉镇，是典型的土
家族聚居山区村寨，山高路险，自然条
件恶劣。2014年，精准扶贫开展之初，
村里水、电、路基础设施薄弱，全村无
集体收入，人均年纯收入仅1930元。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村里新修了6个蓄
水池，解决了全村400余人生活用水困
难，又陆续盖了 20多栋新房。2017
年，响塘村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湘西州
积极落实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相

关政策和措施，全州1110个贫困村已
累计出列874个，66万贫困人口累计
脱贫55.4万。

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
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
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
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攻坚
战质量。

“只有真正瞄准短板弱项，集中优
势兵力解决重点问题，才能有力推动
各项任务落实，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中
央党校教授徐祥临说。

截至去年底，贫困人口在3万人以
上的县有111个，贫困发生率在10%以
上的县有98个，这“两个一百”是脱贫
攻坚的坚中之坚。据一些地方反映，
目前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但义务
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做到保障
有力还存在不足。

今年，脱贫攻坚的重点是对照“两
不愁三保障”标准，针对义务教育、基本
医疗、住房安全和安全饮水等方面，在
全国进行一次摸底清理，把存在的问题
找出来，建档立卡，记在账上，逐项、逐
户、逐人对账销号，防止出现遗漏。

严把退出关，确保真脱贫

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整县脱贫摘

帽目前刚完成公示。谢家湾乡丁家沟
村的张军霞一家，就是已摆脱贫困境
遇的家庭之一。

给钱给物只能解一时之困，增强
“造血功能”才能拔掉穷根。一年前，
33岁的张军霞在村头的扶贫车间有
了份工作，经过实操培训，如今她已
经是制衣车间里的熟练工，锁边、缝
拉链等技术难度稍大的活都拿得下
来，工资按件计酬，每月收入 2000
多元。

甘谷县设立了59个扶贫车间，吸
纳了1217名贫困群众就业。县委书记
申君明说，脱贫摘帽只是解决了现阶
段的绝对贫困问题，全县仍有1828户、
8374人没有摆脱贫困，要继续完成好
剩余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通过扶贫车
间推动，蔬菜、果椒、养殖等主导产业
发展，提升脱贫质量，确保已脱贫人口
的稳定脱贫不返贫。

当地还将延续教育、健康等攻坚
期的主要脱贫政策，保持政策稳定性、
连续性。全县的195支驻村工作队也
将继续扎根一线，做好帮扶和防范返
贫工作，做到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
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

防止返贫，把好“脱贫关”是关键
一步。为此，各地正在结合实际建立
完整的退出评价体系和保障措施，严

格执行贫困退出机制，把好脱贫工作
程序规范关、入户调查质量关、问题户
审核判定关、数据质量关，确保贫困人
口真正实现脱贫。

尽锐出战，攻克深度贫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
强化作风建设，完善和落实抓党建
促脱贫的体制机制，发挥基层党组
织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战斗堡垒作
用，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把基层减负各项决策落到
实处。

今年，脱贫攻坚战的目标是再减
少农村贫困人口 1000 万左右，实现
300个左右贫困县摘帽，基本完成“十
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建设任务，为
2020年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
基础。

记者从国务院扶贫办了解到，围
绕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突出问
题，今年要加强部门统筹，明确工作标
准和支持政策，充分发挥地方主体作
用，统筹调度资金资源，配齐配强工作
力量，逐项逐户对账销号；集中力量攻
克深度贫困堡垒，抓紧组织开展脱贫

“回头看”，稳定政策和工作体系，强化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

新华社莫斯科4月24日电 俄
军官员24日说，自2015年以来，叙利
亚与俄罗斯协同消灭9万多名恐怖分
子，但不受叙利亚政府控制的部分地
区有可能成为残余极端分子和分离主
义势力的“温床”。

根据俄国防部24日发布的新闻
公报，俄军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副局长
哈吉穆罕默多夫当天在莫斯科国际安
全会议上介绍，自2015年以来，叙利
亚政府军在俄军支援下共消灭9万多
名国际恐怖组织武装分子。但目前叙
境内幼发拉底河以东有美军驻扎的部
分地区仍不受叙政府控制，当地分离
主义倾向渐强，威胁叙领土完整，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有可能在那

里卷土重来。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24日在本届

安全会议上也表示，俄罗斯、伊朗和土
耳其是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阿斯
塔纳进程”发起国。在这三国支持下，
叙利亚政府及军方摧毁了其境内“伊
斯兰国”组织。目前各方正继续肃清
极端组织残余势力，但这类清剿面临
的难题主要出现在不受叙政府控制的
该国部分地区。

2015年9月，俄罗斯应叙政府邀
请，开始对叙境内极端主义势力进行
军事打击。2017年12月，俄总统普
京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但继续保留俄
驻叙赫迈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
军基地。

俄军方：

需警惕极端和分离势力
在叙利亚抬头

新华社赫尔辛基4月24日电 芬
兰社会民主党主席安蒂·林内24日在
新一届议会全体会议上当选为议长。

芬兰人党议员尤霍·埃罗拉当选
第一副议长，民族联合党议员葆拉·里
西科当选第二副议长。

林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一
届议会应该更加重视团结，议员之间
应该彼此尊重。他说，议会的工作对

“塑造政治形象”很重要，新的议会领
导层应该担起责任。

新一届议会将于25日正式开始
四年任期。

在本月中旬的芬兰议会选举中，
社民党以微弱优势胜出，成为议会第
一大党，芬兰人党和民族联合党分别
是第二和第三大党。

按照传统，议会通常会委托第一
大党组建新政府。如果林内最后成为
政府总理，议会将重新选举议长接替
林内，通常这一人选将从执政联盟中
第二大党产生。

芬兰社民党主席当选议长

新华社北京4月 25日
电 记者25日从国家知识
产权局第二季度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国家知识产
权局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
开展专利代理“蓝天”专项
整治行动，针对专利代理行
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开展集
中 整 治 ，促 进 行 业 健 康
发展。

专利代理制度是保障
发明人权益、促进科技创新
的支撑性基础制度。截至
2018年底，全国执业专利代
理师人数为18668人，专利
代理机构达2195家。规范
专利代理活动，对于提高创
新水平和质量，保障专利制
度良好运行具有重要作用。

国家知识产权局此前
针对专利代理行业违法违
规行为，集中作出了 18份
行政处罚决定。“这是纠正
违法行为、警示违规经营、
引导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
手段，是持续加强监管的重
要体现。”国家知识产权局
运用促进司副司长赵梅
生说。

赵梅生表示，国家知识
产权局将加快构建公正高

效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具体包括：
从加强主动监测、开展专项整治、强化
综合治理、建立评价信息发布机制等
方面加大主动监管力度；创新“互联
网+”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
用监管等监管方式；健全代理援助奖
励、举报投诉、督查督办等监管制
度等。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国家
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十年评估报
告25日发布。评估认为，纲要实施十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知
识产权事业迅速发展，成效显著，具备
了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的坚实基础。

2008年6月5日，纲要颁布实施，
标志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正式确立实
施。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国务
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
议部署，对纲要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

评估。
2007年至2017年，国内有效发

明专利拥有量从 8.4 万件增长至
135.6 万件，有效注册商标总量从
235.3万件增长至1492万件，著作权
年登记量从15.9万件增长至274.8万
件。纲要实施以来，我国知识产权拥
有量大幅增长，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知
识产权大国。

评估认为，十年间，我国知识产权
运用成效显著，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

发展，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加强，知识产
权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全社会知
识产权意识明显提高，对外合作不断
扩大和深化。

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
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龚亚麟
表示，纲要实施期将于2020年届满，
下一步，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启动
制定面向2035年的知识产权强国战
略纲要，根据形势变化，对知识产权战
略实施做出总体安排。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十年成效显著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4月25
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25日在俄罗
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举行会晤。普京在会晤后表
示，俄罗斯将继续致力于缓和朝鲜半
岛紧张局势。

普京和金正恩当天在符拉迪沃斯
托克远东联邦大学举行一对一会晤。
会晤持续近两个小时，大大超过原定
的50分钟时间。双方政府官员随后
参与扩大会议。

普京在会晤后说，双方就如何让
半岛局势拥有更广阔的前景进行了
讨论。

金正恩说，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

题进行了讨论。他表示，希望同普京
继续保持“有益、建设性的”对话。

普京在会后的晚餐上说，俄方坚
持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并将继
续致力于缓解半岛紧张局势，巩固整
个东北亚地区安全。

普京在晚餐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半岛问题相关方应该尊重彼此
利益，才有机会解决半岛问题。遵循
国际法、放弃“拳头法”是解决半岛问
题和其他问题的关键。

应普京之邀，金正恩24日抵达符
拉迪沃斯托克，开始对俄罗斯进行访
问。这是金正恩自2011年当政以来
首次与俄罗斯总统举行会晤。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4月25日
电 坦桑尼亚外交与东非合作部长帕
拉马甘巴·卡布迪近日撰文表示，坦桑
尼亚将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带一路”倡
议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促进坦中之间
以及中国和东南部非洲之间的人员流
动、贸易和旅游业的发展。

2019年4月26日是中国与坦桑
尼亚建交55周年纪念日。卡布迪日
前为《庆祝中坦建交55周年纪念画
册》撰写序言，表示坦桑尼亚坚定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相信这一倡议将为
全球发展议程注入新的正能量。

卡布迪表示，“一带一路”倡议
已在坦桑尼亚结出硕果，达累斯萨
拉姆港口扩建、姆特瓦拉港口扩建
以及尼雷尔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的
建设都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生
动实例。

他在文章中写道，坦桑尼亚迫切
希望将“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互联互通
与中央铁路标轨项目、坦桑尼亚航空
今年下半年开通达累斯萨拉姆至广州
直航等重大项目结合起来。与此同
时，为进一步便利两国之间的贸易、投
资和旅游业的发展，坦桑尼亚将在广
州设立领事馆。

卡布迪还表示，近年来，坦中经济
关系更加紧密，在贸易、基础设施及投
资领域的合作更加多元。两国之间经
济、金融和技术领域的合作已经超越
政府层面，越来越多的私营公司与个
体贸易商参与进来。

据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提供的
数据，目前，中国是坦桑尼亚第一大贸
易伙伴，一大批中国援建或中坦合作
项目为坦桑尼亚国家建设和中坦互利
共赢作出巨大贡献。

坦桑尼亚官员：

坦将通过“一带一路”
促进与中国贸易合作

新华社平壤4月25日电 朝鲜
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25日发
表谈话，谴责韩美进行联合空中军事演
习，称此举公然挑战朝鲜半岛和平局
势，使半岛问题陷入复杂、危险的境地，

“朝鲜军队将不得不进行相应的回应”。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祖国和平统

一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正在进行的韩
美联合空演动用了F-15K、KF-16、
F-16 战斗机等武器装备，违反了
2018年朝韩签署的《板门店宣言》和
《9月平壤共同宣言》，与当前朝鲜半
岛的和平氛围“背道而驰”，朝鲜对此

“深感失望”。
发言人指出，韩国当局在声称考

虑朝鲜半岛局势缩减训练规模的同
时，却强行进行大规模联合空演。此
前韩国还在今年3月举行了本该停止
的联合军演。这是对朝鲜的“军事挑
衅行为”，“朝鲜军队也将不得不进行
相应的回应”。

韩国国防部确认，韩美两国空军
自本月22日开始进行为期2周的联
合空中演习，旨在提升两国空军联合
作战能力，但拒绝透露有关演习的具
体内容。

新华社太原4月25日电 在山西
省原平市范亭中学内，一处四合小院尤
为引人注目，这里就是为纪念爱国将
领、统战典范续范亭将军而设立的续范
亭纪念堂。作为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青少年学生
和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观学习，怀着崇
敬的心情缅怀英烈。

续范亭，1893年11月出生于山西
省崞县（今原平市）西社村。早年参加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
命时，续范亭任革命军山西忻代宁公团
远征队队长，并一举攻克大同。后组织
西北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此后，续范
亭参加由冯玉祥组织的国民军，任第三
军第六混成旅旅长及国民联军军事政
治学校校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续范亭反
对对日妥协，呼吁抗日，先后任西安绥
靖公署驻甘肃行署参谋长、陆军新编第
一军参谋长、中将总参议。1935年，日
本策动华北事变，续范亭深感民族危机
日重，亲赴南京呼吁抗日，但蒋介石顽

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拒不接
受。苦闷惆怅、救国无门的续范亭在
中山陵前剖腹自戕，冀以一死唤醒国
人。他在《告民众书》中说：“余今已绝
望，故捐此躯，愿同胞精诚团结，奋起
杀敌。”

幸而遇救的续范亭，开始与蒋介石
卖国政府彻底决裂，并继续探求救国救
民的道路。在杭州疗养期间，他开始研
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进步书刊，赞同
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经
共产党员南汉宸引见，续范亭同周恩来
进行了长谈，并被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
利益为重的政治远见折服，坚定了自己
拥护共产党的信念。

1937年 9月，续范亭任第二战区
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
委员，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
全力支持山西抗战。续范亭在太原沦
陷前来晋西北，兼任山西第二区保安司
令，后任暂编第一师师长，与八路军一
二〇师贺龙、关向应将军等合作，开展
游击战争及群众运动，共同建立晋西北

抗日根据地。1939年末，蒋介石掀起
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发动“十二月
事变”，密谋消灭晋西北抗日武装。续
范亭亲赴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通
报情况，研究对策，并参与指挥反击国
民党顽固派的战斗。1940年1月，山
西新军成立总指挥部，续范亭任总指
挥，同时担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晋
西北行政公署行署主任。

1940年冬，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
实行残酷的大扫荡，续范亭率行署机关
日夜转战，积劳成疾，但他以惊人的毅
力靠在病榻上批阅公文，处理紧急事
宜。由于病情不断恶化，中共中央将他
接到延安医治。养病期间，他仍然不忘
抗日救国，撰写了大量声讨反动派的檄
文。面对阎锡山对八路军的恶毒诬蔑，
续范亭写出了《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
一封五千言书》，痛批阎锡山的丑恶
行径。

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续范亭
在随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机关撤离途中，
病情加剧，9 月 12 日病逝于山西临

县。临终前，续范亭给中共中央和毛泽
东主席写了一封遗书，申请加入中国共
产党。他说：“范亭自辛亥革命以来，即
摸索为民族和人民解放的真理，奋勇前
行，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认清了只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才是中华
民族彻底解放的道路。”中共中央接受
了他的请求。1947年9月13日，续范
亭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为
沉痛悼念续范亭，毛泽东主席亲送挽
联：“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
成，公胡遽死？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
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续范亭纪念堂始建于1952年，坐
落于山西省原平市崞阳镇范亭中学校
园旧址内，并于1993年随范亭中学迁
入原平市区。“在那样的烽火岁月中，
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他做出剖腹明
志的壮举，那份大义凛然让我很震
撼。”18岁的高三学生王卓慧课余时
间时常会去纪念堂感受续范亭将军的
精神，她认为，心中有了信念，才能更
好地去奋斗。

聚焦精准 尽锐出战
——聚焦全国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综述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王博 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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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将军”续范亭：剖腹明志 呼吁全民抗日

4 月 24 日，
河北省滦洲市
簸箕掌村的村
民在管护苹果
树。当地政府
发挥地域优势，
引导农民发展
苹果种植，使苹
果产业成为农
民增收、农业增
效、农村发展的
主导产业。
□据新华社

花开暮春果农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