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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
3 月 7 日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扶贫办主任
刘永富就脱贫攻坚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
外记者提问。刘永富表示，2016 年是脱
贫攻坚的第一年，成效明显，要争取今年
再战再捷，一年一年地攻坚，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

贫困地区要以脱贫
攻坚统揽发展全局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提出，到 2020
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
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
有保障。实现这一目标有什么困难和挑
战？在回答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提问时，刘永富表示，要打赢脱贫攻坚
战、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
困难还有很多，一些民族地区、边疆地
区及交通不发达的基层，再加上一些特
殊困难的群体，都是难点，“在最不发
达的地区，也可以说是最薄弱的地区，
做最精准的事情”。

“正因为有困难、有问题、有挑战，才
叫攻坚战。”刘永富表示，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脱贫攻坚，要求五级书记一起
抓，给钱给人给政策，全党全社会动员，
合力攻坚。“通过解决最难的问题，倒逼
最不发达的地区发展起来，和全国人民
一道进入小康社会。”刘永富说。

“习近平总书记讲贫困地区要以脱
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我们要
深刻理解其含义。”刘永富表示，下了
决心、找到了路子，就有办法，大家要
有信心，特别是贫困地区一定要有信
心，“不能因为难就望而却步，不能因
为要求严就搞假脱贫、‘数字脱贫’，不
能因为工作艰苦就搞形式主义、花拳绣
腿来对付”。

严查严管用好扶贫资金

谈到扶贫资金安全时，刘永富表示，
扶贫资金有效使用对脱贫攻坚至关重
要，中央重视、社会关注，必须始终抓住
不放、解决好，要改革完善制度，加强严
格监管。

据刘永富介绍，扶贫资金使用中存
在的问题已逐步好转。2013 年对 17 个
县的审计发现，问题资金占被审计资金
的 15％，2016 年审计了 30 个县，问题资
金占3％，比例大幅度下降。

“我们的资金监管要根据这些新发
生的变化，调整方向，重点要向基层延
伸。”刘永富说，向基层延伸首先要加强
教育，普及知识，让老百姓了解这个制
度。所以，现在要求每个县建立扶贫资
金项目数据库，培养基层干部的能力，把
项目、资金进行公示、公告，自觉接受社
会和群众监督。

对于问题资金，“要严格查处，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刘永富说，国
务院扶贫办“12317”监督举报电话开通
两年来，已收到1万多个电话。

“我们希望通过严查严管，把扶贫的
钱用好，发挥它的效益。我们也请社会
各方面都来监督，一定能把这个钱用
好。”刘永富说。

最严格考核保证脱贫质量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确保再减

少 1000 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的目标。
如何确保这个目标顺利实现，让脱贫攻
坚任务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刘永富表示，脱贫攻坚是必须要完
成的任务，绝对不能打折扣。“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每年都保持减贫1000万人
以上，脱贫攻坚越往后越难。”刘永富说，
我国有 12.8 万个贫困村，占国家行政村
的20%左右，容纳了60%的贫困人口，加
大对贫困村的支持是解决贫困问题的
关键。

“我们瞄准特困地区、特困群众和贫
困人口集中的贫困村，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和公共服务，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加大
帮扶力度，分类施策。”刘永富说，要发展
产业扶贫、易地搬迁脱贫、劳务输出扶
贫、生态保护扶贫等，进一步推进精准扶
贫措施。同时，要保证脱贫质量，实行最
严格的考核制度，“必须要保证贫困户享
受到国家的扶贫政策，让他们得到帮助，

思想观念有转变，劳动技能有提升，有稳
定收入的渠道，不仅要保证进度，更要保
证质量”。

据介绍，在 2020 年前确保现行标
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
摘帽、消除区域性贫困，时间紧、任务
重，有的地方层层加码，出现了一些形
式主义和“数字脱贫”的苗头，而有些
地方虽已经达到了“摘帽”标准，却迟
迟不想摘帽。

“省里说是 2019 年，市里说 2018
年，县里说 2017 年，诸如此类的，凡是不
符合实际情况、层层加码的，必然会出现

‘数字脱贫’。”刘永富表示，这种现象要
纠正，必须是实事求是、真正的脱贫。“不
管是县、村、户，达到标准就应该脱贫，没
有达到标准也不能硬脱贫。贫困县、贫
困村、贫困户脱贫以后，到2020年之前，
现有的国家政策仍然可以继续享受，目
的就是防止返贫。”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回答经济日报·

中国经济网记者提问时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

五级书记一起抓 给人给钱给政策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盛丹歌 李华林

3 月 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国务
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就“脱贫攻坚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
问。右图为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李盛丹歌就脱贫攻坚的困难
和挑战等问题提问。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3 月 7 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五
次会议举行“政协委员谈坚定文化自
信 讲好中国故事”记者会。刘长乐、
冯骥才、苏士澍、成龙和海霞等 5 位全
国政协委员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推动中外人文交流等回答了
记者提问。

潜移默化 引导年轻
人热爱传统文化

“文化的事情要做实。”全国政协常
委、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在回答“如何
让青少年更好地认可、热爱、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时说，《中国诗词大会》《朗
读者》等电视综艺节目正是用年轻人喜
欢的方式激起大家的热爱，在热爱中提
高他们的修养。“这是一个潜移默化、渐
进的过程，文化的事情要慢慢做、踏实
做。引导青少年亲近传统文化需要循循
善诱，把他们引领到传统生活中去。”冯
骥才委员说。

提及传统村落保护时，冯骥才委员
直指“空巢化”和“过度旅游开发”等弊
病。“村落不仅是旅游的消费品，也是留
给后代的财富，文明传承就像火炬传递
一样不能熄灭，应散发更大的光亮。”冯
骥才委员说。

曾多年为书法进课堂奔走呼吁的全
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中
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说，落实国家
传统文化传承工程，书法进课堂必不可

少，相信在未来几年内，书法进课堂会全
面开花。不过，在加强青少年汉字书写
的进程中，最大的瓶颈是老师，需要解决
师资短缺问题。

坚守责任 挖掘中华
文化“富矿”

在回答古代书画保存和复制面临的

主要困难时，苏士澍委员说，目前对古
代书画的保护、传承和爱护还不尽如人
意，对晋唐以来古书画的修复和复制还
存在诸多问题。“古书画复制要培养人
才，不管是揭裱的人才，还是临摹的人
才，我们都要加强力量培养，使我们的
古书画文化传承下去。”苏士澍委员
说，民族的优秀传统技法需要继承人。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

新闻主播海霞说，《中国诗词大会》前期酝
酿、筹备、研发超过一年的时间，前期投入
非常大。相比兄弟媒体层出不穷的综艺类
节目和未知的节目效果，主创人员背负着
巨大的压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编导
耐得住寂寞，不断创新打磨。“媒体人对于
中国文化的责任和坚守不是说一句空话，
而应当体现在一个一个节目、一条一条新
闻片子当中。”海霞委员说。

被记者问及“中国电影如何能够更
好地走向世界”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成龙说，拥有无限潜
力的中国市场让全世界都希望在中国分
一杯羹。中国的电影人只要努力，会迎
来更多国际合作，共同促进中国文化走
出去。

“媒体需要真实、多元的中国题
材。”在回答“世界更喜欢什么样的中
国故事”的提问时，全国政协常委、凤
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及行政
总裁刘长乐说，民族的东西是中国的特
色，美好的东西是全世界了解中国的重
要话题。

在分享了自己在《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总决赛担任主考官的经历后，海霞委
员说，冯友兰先生谈到中国的文化有一
句话，“盖举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
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

“我们中华文化在全世界文明当中是唯
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基因非常强大、非常
优秀，所以才会不断地选择和传承。中
华文化就是一个大富矿，我们需要不断
地从中挖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财富。”
海霞委员说。

五位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就“坚定文化自信 讲好中国故事”答记者问——

让优秀文化传下去、走出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莹莹 崔国强

3月7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举行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就“坚定文化自
信 讲好中国故事”主题回答记者提问。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我今年带来了两条建议，一是将旅游和民族特色文
化结合起来，在凉山州试点建设彝族民俗文化体验区；二
是把农业和文化、旅游业结合起来，在安宁河谷建设国家
级康养基地。”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凉山州会东县农牧局
科教站站长李旭说。

李旭代表所在的凉山州是四川乃至全国脱贫攻坚的
主战场，同时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全国最大
的彝族聚居区，民族文化和自然风光是凉山州的优势。
2016 年 8 月，凉山州通过了《关于推进绿色发展建设魅
力凉山的决定》，将“生态凉山、绿色发展、转型跨越”作为
发展理念。在李旭代表看来，在旅游中融入民族文化，可
以丰富旅游业内涵，增强旅游业吸引力，可以用旅游资源
这把钥匙打开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门路。

今年我们将继续推进文旅结合，既保护和
传承传统文化，也通过旅游带动经济发展，把精
准扶贫和美丽凉山结合起来，把治穷与治山、治
水结合起来。

“陶瓷产业侵权假冒行为多发，严重影响陶瓷艺术创
新和产业健康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江西景德镇陶瓷大
学教授何炳钦认为，当前迫切需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进一步规范陶瓷产业生产流通和市场秩序。

据何炳钦代表介绍，景德镇拥有完备的“产、学、研”
体系和庞大的创意大军，人才的集聚带动了景德镇创意
产业上规模、快发展。但是，层出不穷的侵权假冒行为对
陶瓷艺术的创新造成很大干扰，全国各主要陶瓷产销区
间的协同治理步伐仍有待提速。何炳钦代表介绍，景德
镇当前正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已经组建“中国陶瓷知
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提高了专利申请、确权、维权效
率。同时，景德镇还搭建了陶瓷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
积极开展陶瓷艺术品检验鉴证及相关科研。

李旭代表：

用民族文化丰富旅游内涵
本报记者 刘 畅

何炳钦代表：

知识产权护航陶艺创新
本报记者 刘 兴

今年我将继续争取全国各主要陶瓷产销区
加快建立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争取各地专
利、商标、版权等部门完善针对陶瓷领域侵权假
冒行为的联合磋商机制，强化日常执法巡查和
专项整治。

“我们一不靠山，二不沿海，就靠着小麦做文章！”全
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临颍县杜曲镇北徐庄村党委书记徐
德全说，北徐庄村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生态产业链：小麦
磨面粉、面粉变挂面，麸皮变饲料、饲料喂猪，猪粪产沼气
发电，沼渣沼液种植有机蔬菜⋯⋯现在，北徐庄村北徐集
团已拥有日产上千吨面粉的北徐面粉有限公司、年产80
万吨饲料的北徐饲料有限公司及3个大型养殖场等。

据徐德全代表介绍，北徐庄村4500亩耕地已全部流
转出去，村民们大多到村里的北徐集团上班。如今，北徐
庄村建起的新型社区规划容纳 3 万人，吸纳了周边村庄
参与整合。

徐德全代表：

绿色发展让农村富而美
本报记者 夏先清

下一步，我们计划为新型社区配套建好学
校、养老院、卫生所等，让村民生活更便利，更有
幸福感、获得感！

本版编辑 管培利 刘春沐阳

“农村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好。”全国人大代表、上
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村党委书记孙跃明说，上海的城
镇化率已接近 90%，新型城镇化还会持续推进，在城镇
化过程中，要注意用多种方式为农民提供保障。

他建议可以提供4条“保险绳”。一是提升进城农民
的社保水平，如养老保险等；二是提高土地的补偿标准，
并留出一部分土地作为集体资产，以股权形式给农民分
红，比如征1000亩地留100亩，让农民有长期稳定收益；
三是做好产业转移，让农民真正融入城市，尤其在再就业
上多下功夫；四是在农民变成市民的过程中，农村集体经
济如村办工厂等有效资产要锁定好，给农民股权，让农民
离地后有收入、有岗位，分享改革带来的收益。

孙跃明代表：

为进城农民提供多重保障
本报记者 佘惠敏

我们杨王村正在跟长城影视公司谈合作，
希望今年达成建设影视基地协议。与此同时，
我们还在积极推进跟其他几家公司的合作谈
判，不仅做影视，还要做成旅游、观光、特色农产
品综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