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现代化进程中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要引导人们注重修养品德我们要引导人们注重修养品德、、保持良知保持良知、、增强爱心增强爱心，，给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提给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提

供关爱和帮助供关爱和帮助。。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快乐、、不满意不满意，，我们我们

就在哪方面下功夫就在哪方面下功夫，，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

——20182018年年33月月77日习近平在广东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日习近平在广东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

对群众悲欢冷暖感同身受
——从亲切话语看总书记的人民情怀

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
抓到位抓到位，，坚持精准扶贫坚持精准扶贫，，倒排倒排
工期工期，，算好明细账算好明细账，，决不让一决不让一
个少数民族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一个地区掉队。。
要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身要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身
体素质体素质、、文化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就业能
力力，，努力阻止因病致贫努力阻止因病致贫、、因病因病
返贫返贫，，打开孩子们通过学习打开孩子们通过学习
成长成长、、青壮年通过多渠道就青壮年通过多渠道就
业改变命运的扎实通道业改变命运的扎实通道，，坚坚
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

——20152015年年33月月88日习近平日习近平
在广西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在广西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

进一步突出企业的进一步突出企业的
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变变

““要我创新要我创新””为为““我要创我要创
新新””，，促进创新链促进创新链、、产业产业
链链、、市场需求有机衔接市场需求有机衔接。。
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
设设，，为人才发挥作用为人才发挥作用、、施施
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
天地天地，，鼓励人才把自己鼓励人才把自己
的智慧和力量奉献给实的智慧和力量奉献给实
现现““中国梦中国梦””的伟大奋斗的伟大奋斗。。
——20132013 年年 33 月月 44 日日

习近平参加科协习近平参加科协、、科技界科技界
委员联组会委员联组会时强调时强调

全社会都要关心知全社会都要关心知
识分子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
营造尊重知识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知尊重知
识分子的良好社会氛识分子的良好社会氛
围围。。要以识才的慧眼要以识才的慧眼、、爱爱
才的诚意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用才的胆识、、
容才的雅量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聚才的良
方方，，广开进贤之路广开进贤之路，，把各把各
方面知识分子凝聚起方面知识分子凝聚起
来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20172017 年年 33 月月 44 日日

习近平参加民进习近平参加民进、、农工党农工党、、九九
三学社委员联组会三学社委员联组会时强调时强调

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第一要务，，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创新
是第一动力是第一动力。。中国如果中国如果
不走创新驱动发展道不走创新驱动发展道
路路，，新旧动能不能顺利新旧动能不能顺利
转换转换，，就不能真正强大就不能真正强大
起来起来。。强起来要靠创强起来要靠创
新新，，创新要靠人才创新要靠人才。。
——20182018 年年 33 月月 77 日日

习近平在广东代表团参加习近平在广东代表团参加
审议审议时强调时强调

要大兴识才爱才敬要大兴识才爱才敬
才用才之风才用才之风，，改革人才改革人才
培养使用机制培养使用机制，，借鉴运借鉴运
用国际通行用国际通行、、灵活有效灵活有效
的办法的办法，，推动人才政策推动人才政策
创新突破和细化落实创新突破和细化落实，，
真正聚天下英才而用真正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之，，让更多千里马竞相让更多千里马竞相
奔腾奔腾。。
——20172017 年年 33 月月 55 日日

习近平在上海代表团参加习近平在上海代表团参加
审议审议时强调时强调

要一手抓结构性改要一手抓结构性改
革革，，一手抓补齐民生短一手抓补齐民生短
板板，，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
构构，，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
活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坚决守住民生底线坚决守住民生底线，，坚决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打赢脱贫攻坚战，，统筹推统筹推
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
设设，，使困难群众求助有使困难群众求助有
门门、、受助及时受助及时。。

——20162016年年33月月88日习近平日习近平
在湖南代表团参加审议在湖南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时
强调强调

脱贫攻坚一定要扭住脱贫攻坚一定要扭住
精准精准，，做到精准扶贫做到精准扶贫、、精精
准脱贫准脱贫，，精准到户精准到户、、精准精准
到人到人，，找对找对““穷根穷根””，，明明
确靶向确靶向。。要更加注重教育要更加注重教育
脱贫脱贫，，不能让贫困现象代不能让贫困现象代
际传递际传递。。要更加注重提高要更加注重提高
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
——20162016 年年 33 月月 1010 日日

习近平在青海代表团参加审议习近平在青海代表团参加审议
时强调时强调

脱贫攻坚越往后脱贫攻坚越往后，，难难
度越大度越大，，越要压实责任越要压实责任、、
精准施策精准施策、、过细工作过细工作。。要要
继续选派好驻村干部继续选派好驻村干部，，整整
合涉农资金合涉农资金，，改进脱贫攻改进脱贫攻
坚动员和帮扶方式坚动员和帮扶方式，，扶持扶持
谁谁、、谁来扶谁来扶、、怎么扶怎么扶、、如如
何退何退，，全过程都要精准全过程都要精准，，
有的需要下一番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绣花””
功夫功夫。。
——20172017年年33月月88日习近平日习近平

在四川代表团参加审议在四川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时
强调强调

要加强城市常态要加强城市常态
化管理化管理，，聚焦群众反聚焦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狠抓城市管理顽症治狠抓城市管理顽症治
理理。。要加强人口服务要加强人口服务
管理管理，，更多运用市场更多运用市场
化化、、法治化手段法治化手段，，促促
进人口有序流动进人口有序流动，，控控
制人口总量制人口总量，，优化人优化人
口结构口结构。。
——20142014 年年 33 月月 55

日习近平在上海代表团日习近平在上海代表团
参加审议参加审议时强调时强调

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要要
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为根本坐标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从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入手的利益问题入手，，把加把加
强基层党的建设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巩固
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
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
一条红线一条红线，，深入拓展区深入拓展区
域化党建域化党建，，建立一支素建立一支素
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
作者队伍作者队伍。。
——20152015 年年 33 月月 55 日日

习近平在上海代表团参加习近平在上海代表团参加
审议审议时强调时强调

要 强 化 智 能 化 管要 强 化 智 能 化 管
理理，，提高城市管理标准提高城市管理标准，，
更多运用互联网更多运用互联网、、大数大数
据等信息技术手段据等信息技术手段，，提提
高城市科学化高城市科学化、、精细化精细化、、
智能化管理水平智能化管理水平。。要发要发
挥社会各方面作用挥社会各方面作用，，激激
发全社会活力发全社会活力，，群众的群众的
事同群众多商量事同群众多商量，，大家大家
的事人人参与的事人人参与。。
——20172017 年年 33 月月 55 日日

习近平在上海代表团参加习近平在上海代表团参加
审议审议时强调时强调

要坚持在法治轨道要坚持在法治轨道
上统筹社会力量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平衡
社会利益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调节社会关
系系、、规范社会行为规范社会行为、、化解化解
社会矛盾社会矛盾，，以良法促发以良法促发
展展、、保善治保善治，，让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受到公平正义，，使尊法使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广大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广大
人民群众共同追求人民群众共同追求，，确确
保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保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
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20182018 年年 33 月月 77 日日

习近平在广东代表团参加习近平在广东代表团参加
审议审议时强调时强调

环境就是民生环境就是民生，，青山青山
就是美丽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蓝天也是幸
福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
护生态环境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破对破
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不能
手软手软，，不能下不为例不能下不为例。。
——20152015 年年 33 月月 66 日日

习近平在江西代表团参加习近平在江西代表团参加
审议审议时强调时强调

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
护和发展的关系护和发展的关系，，是实现可是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也是
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
则则。。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
不是对立的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人，，关关
键在思路键在思路。。保护生态环境就保护生态环境就
是保护生产力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改善生态环
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让绿水让绿水
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
益益，，不是要把它破坏了不是要把它破坏了，，而而
是要把它保护得更好是要把它保护得更好。。
——20142014年年33月月77日习近平日习近平

在贵州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在贵州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生态环境没有替代
品品，，用之不觉用之不觉，，失之难失之难
存存。。在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在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上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一定要树立大局观、、
长远观长远观、、整体观整体观，，坚持保坚持保
护优先护优先，，坚持节约资源和坚持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像
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
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推动形成绿色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20162016 年年 33 月月 1010 日日

习 近 平 在 青 海 代 表 团 参习 近 平 在 青 海 代 表 团 参
加审议加审议时强调时强调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民
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加强加强
民族团结民族团结，，根本在于坚持和完善民根本在于坚持和完善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族区域自治制度。。要高举各民族大要高举各民族大
团结旗帜团结旗帜，，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
策策，，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理论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理论
根源越扎越深根源越扎越深、、实践根基越打越实践根基越打越
牢牢。。加强民族团结加强民族团结，，基础在于搞好基础在于搞好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建设各民族共建设各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有精神家园。。
——20182018年年33月月55日习近平在内蒙古日习近平在内蒙古

代表团参加审议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时强调

要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要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深入开展民
族团结宣传教育族团结宣传教育，，使各民族同呼使各民族同呼
吸吸、、共命运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统代心连心的光荣传统代
代相传代相传。。全国各族人民都要珍惜全国各族人民都要珍惜
民族大团结的政治局面民族大团结的政治局面，，都要坚决都要坚决
反对一切危害各民族大团结的言反对一切危害各民族大团结的言
行行。。要坚决依法惩处和打击暴力要坚决依法惩处和打击暴力
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筑牢民族团结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社会稳
定定、、国家统一的铜墙铁壁国家统一的铜墙铁壁。。
——20142014年年33月月44日习近平参加少日习近平参加少

数民族界委员联组会数民族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时强调

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建设资金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建设资金
要向民族地区倾斜要向民族地区倾斜，，让民族地区群让民族地区群
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民族团结是民族团结是
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尊重民族差要尊重民族差
异异、、包容文化多样包容文化多样，，深化创建活深化创建活
动动，，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手足相亲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守望相助、、团结和睦团结和睦、、
共同发展共同发展。。
——20162016年年33月月1010日习近平在青海日习近平在青海

代表团参加审议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时强调

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高高
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引导各族群引导各族群
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中中
华文化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认同会主义的认同，，像爱护自己的眼睛像爱护自己的眼睛
一样爱护民族团结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像珍视自己的
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像石榴籽
那样紧紧抱在一起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20172017年年33月月1010日习近平在新日习近平在新

疆代表团参加审议疆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时强调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为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为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
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地
绿绿、、水清的美好家园水清的美好家园。。
——20162016 年年 33 月月 77 日日

习近平在黑龙江代表团参习近平在黑龙江代表团参
加审议加审议时强调时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