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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稳六保我建言

云观两会

屏对屏话热词

□刘婵

“三夏”正酣，风吹麦浪。麦穗空瘪时，总是高傲

地昂着头，越是颗粒沉实饱满，俯得越低，分量越重，

质量越好。干工作，抓落实，就要像成熟的麦穗那样，

沉下心、俯下身，与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让农村地区和城区相对薄弱学校的孩子共享名

师课堂”“有效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让技术工人

有更多获得感”……梳理两会代表委员言论，很多都是

民意、民声、民情的体现。只有倾听民众呼声、回应群

众关切，才能引发共鸣赢得点赞，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闭幕亦是启程，从人民大会堂出发，代表委员

们将把两会精神带到各自岗位，持续唱响“两会好声

音”，也需要继续扎根群众、做一株人民身边的“麦穗”。

尊重民意，倾听民声。作为“六保”之首，就业是

代表委员们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有委员建议要活跃

地摊经济、夜市经济，通过这一个个小的经营主体，解

决千千万万家庭的生计问题，探索和创新城市管理模

式。没多久，我们就看到中央文明办调整文明城市测

评考核内容，成都、许昌、杭州等地已出台规范商户室

外经营的有效举措。很多时候，和群众“坐一条板

凳”，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与建议，体察民心、集中民智、

凝聚民力，思路就清了，办法也就有了。

尊重规律，实事求是。无论是代表委员，还是对

领导干部而言，只满足于看材料、听汇报，凭经验办

事、拍脑袋决策，就很难捕捉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

题，很难应对形势发展变化提出的新课题新挑战。只

有带着一颗为民之心“身入”实际、“心至”群众，才能

找到事物的内在规律，满载基层经验、群众智慧而

归。比如前段时间头盔价格暴涨，群众意见很大，有

关部门迅速表态，维护市场秩序和群众利益。政府及

时回应公众质疑、正确对待社情民意，往往会在良性

互动中提升公信力。

成熟的麦穗总低垂着脑袋，浩瀚的大海总敞开着

胸怀。无数案例说明，从倾听民众诉求中改善治理，

在回应舆论热点中寻求进步，这是我们实现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现实途径。察

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我们定能克服疫情影

响，推动各项事业乘风破浪、再创佳绩。2

□本报记者 樊霞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集中
精力抓好“六稳”“六保”，明确积极的
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河南应
该如何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的具体要
求，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
为“六稳”“六保”工作提供坚强财力
保障？5月25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全
国人大代表、省财政厅厅长王东伟。

王东伟表示，围绕落实“六稳”
“六保”任务，省财政厅将充分发挥
财政职能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支持保居民就业。进一步优化
就业专项资金结构；充分发挥省级农
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金等政府性投
资基金的引导带动作用；鼓励和支持
重点群体创业；加大公益性岗位开发
力度，保障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

支持保基本民生。引导支持省
属医院提升特色医疗服务水平，加
快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实施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加快推
进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省级统收统支。落实教育优先发展
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战略机遇，扎实推进生态
保护提质增效。

支持保市场主体。继续严格落
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落实国有房产房租减免政策，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用好政府采购
合同融资、科技保、科技贷等政策，进
一步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支持保粮食安全。重点围绕
“四优四化”，聚焦十大优质农产品生
产基地建设，落实惠农补贴政策，加
快66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继续推
进田园综合体建设，深入实施优质粮
食工程，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
抓手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
供应链，切实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支持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以
先进制造业为重点，持续推进“三大
改造”，深入实施“四大行动”，不断加
大资金投入力度，推动产业健康发
展。引导社会资本向重点产业和关
键领域集聚，支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
和产业链水平。大力支持“四条丝
路”建设，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

支持保基层运转。大力压减非
急需、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和公
用经费，腾出资金用于保障民生等
重点领域。同时，加大省级转移支
付尤其是对财政困难和受疫情影响
较大市县的倾斜支持力度，阶段性
扩大市县财政资金留用规模。③8

□本报记者 孙静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市
场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因抵御风
险的能力较弱，生产经营比较困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保
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
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这让
中小微企业信心倍增。5月 26日，
参加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对如何保市场主体提出看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
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说，中小
微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中坚力量，
是保市场主体的具体实施对象。为
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
度，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于
去年联合全省 10 个相关厅局推出
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百千万”三年
行动计划，成效明显。徐诺金说：

“去年，全省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多增
149.3亿元，小微企业贷款户数新增
2.9 万户，中小微企业融资呈现‘量
增、面扩、价降’的良好趋势。”

徐诺金建议，要继续明确支持
标准，筛选一批暂时遇到困难、急需
金融支持的优质中小微企业，建立

公开的特别帮扶企业名录库进行定
向帮扶；国家层面应尽快出台企业
融资保护法，将企业融资服务作为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心，实现顶
层设计的法治化；要打通信息壁垒，
搭建全国统一的中小微企业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便利金融机构精准服
务。

“市场主体有信心、有活力，才
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
水。”全国政协委员，安钢集团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利剑说，形势越
是困难，企业越要变压力为动力，善
于化危为机，也更需要包括安钢在
内的大型企业充分履行责任、敢于
担当，实现上下游企业融通发展，助
力中小企业共渡难关。

李利剑说，对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的减税降费、降本稳企等政策
大礼包，企业要站位大局，着眼未
来，用好用足这些政策，深挖内部潜
能，发力产业链，增添新动能。“以安
钢为例，我们将以技术创新拉长产
业链，把安钢的生产链嵌入下游企
业制造链，带动钢构、贸易、物流等
上下游产业多地生根。同时要以多
元产业做强产业链，培育壮大信息
技术、节能环保、产业金融、文旅康
养、医疗卫生等新业态，全面激活市
场主体，为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中原
更加出彩蓄势蓄力。”③5

用足用好政策
全力稳住市场主体

突出“更加积极有为”
坚决落实“六保”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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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一宁 陈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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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

平总书记的为民情怀，彰显

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

报告再次指出，要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要求。与会人大代

表纷纷表示，要紧紧依靠人民

群众，凝心聚力抓发展、保民

生，把造福人民的一言一行贯

穿到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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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有为’，服务群众‘到
位’，是基层党组织落实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的重要抓手。”全国人大代
表、栾川县潭头镇拨云岭村党支部书
记杨来法说。

拨云岭村位于栾川县潭头镇南
部，曾是个典型的贫困村。近年来，拨
云岭村的路修宽了，高端民宿、农家宾
馆生意火爆了，中华蜜蜂、红腹锦鸡养
殖和核桃种植等产业方兴未艾。杨来
法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都得益于抓
好基层党建，让基层党组织成为服务
群众的坚强堡垒。

拨云岭村围绕全面打赢脱贫攻坚
战这一目标，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

设，将党员分包群众工作机制落到实
处，做到“群众在哪里，党组织的服务就
跟到哪里”。杨来法介绍，村党支部、驻
村工作队通过持续开展“九个一大走

访”“助力最多跑一次”和“有困难，找党
员”活动，使党员干部服务群众常态
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员
主动为群众代购生活用品、主动联系务
工企业、主动送农资到困难群众家中，
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党支部就是群众的

“靠山”，党员干部就是人民的服务员。
杨来法说，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必须更好地
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作用。
拨云岭村将着力提高基层党组织建设
质量，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
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接续推进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努力实
现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做群众的“靠山”

杨来法 全国人大代表、栾川县
潭头镇拨云岭村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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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
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都说到我心
坎里了。”全国人大代表、潢川县驻郑
州流动党员工作委员会书记黄久生
表示。

2019 年，黄久生带着 1.5 万余名
外出务工人员挣回劳务收入6亿多元，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5600 多人。
在带领群众走出去、富起来的同时，黄
久生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让外出务工人员拧成一股绳、闯出新

天地。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黄久

生组织外出务工人员累计捐资捐物近
800万元。“我们要把他们团结在党组

织周围，把疫情耽误的工期夺回来，为
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出力。”
黄久生说，流动党员工作委员会积极
发布复工指南、就业信息，组织农民工

“点对点”安全复工，已有近 10万外出
务工人员奋战在建筑工地上，为经济
社会发展添砖加瓦。

黄久生建议，要结合当地优势，为
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搭建更为广阔
的平台。要注重发挥流动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吸引更多外出务工人员投身
乡村建设，将项目、资金引回乡村，创
办村集体企业和合作社，发展种植养
殖业和旅游业，以党建为引领助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带群众一起干

拿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后，全
国人大代表、信阳文新茶叶有限责任
公司党委书记刘文新反复研读，并在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群众关切的事
情要努力办好”等字句下面做了标记。

非公企业如何把党的政治优势、
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强大动力，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有力保障？刘
文新认为，抓实党建就抓住了企业发
展的“牛鼻子”，就能最大限度地凝聚
人心、服务群众。

近年来，文新茶叶公司党委坚持
“支部+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社”的
发展路子，通过无偿为茶农提供技术
服务等举措，不仅建强了党支部、带强

了合作社，还让茶农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

信阳是中国名茶之乡，有茶园200
多万亩，茶叶从业人员 120万人。“我
们要帮助更多茶农减轻生活负担，提

高他们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刘文新
说，为了不让疫情对茶农收入产生大
的影响，他们在做好疫情防控、保证安
全生产的前提下，帮助茶农树立信
心。公司利用品牌和销售网络优势，
与茶农签订协议，以高出市场 10％的
价格收购协议户的鲜叶，保证贫困户
茶叶全部收购。

刘文新认为，机械采茶、制茶不仅是
实现茶叶生产加工标准化的基本条件，
还是降低采茶工人劳动强度的有效方
法。要通过扶植龙头企业推动茶产业
向农业现代化迈进，与此同时带动更多
茶农走上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道路。③6

（图/本报记者 杜小伟 董亮 摄）

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做“低头的麦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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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久生 全国人大代表、潢川县
驻郑州流动党员工作委员会书记

刘文新 全国人大代表、信阳文
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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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报｜河南经济加速度八问总览

《大河网记者带你逛菜市场
来看看“菜篮子”里的民生》

集团报道速览

如何让经济保持向前的加
速度，是解决不少经济和民生
问题的“金钥匙”。河南商报重
磅策划——“河南经济加速度
八问”，揭示河南经济发展的强
劲动力和巨大潜力。 扫码看H5

图① 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胜利闭幕。闭幕会后，代
表走出人民大会堂。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图② 闭幕会后，来自河南代表团的朱婷走出人民大会堂。⑨6 本报记

者 杜小伟 董亮 摄

图③ 闭幕会后，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外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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