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强盛离不开科技的振兴，关键
领域核心技术必须要攻关、突破。”

———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迈普再生医
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宇

“没有核心技术支撑就没有品牌溢价
能力。”

———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小康工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兴海

“瞄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一个
关口一个关口去闯，走在高质量发展之路
上，容不得丝毫懈怠。”

——— 全国人大代表、宁德市委书记郭
锡文

“把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放在首位，这条主线不能变，将
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李伟

“民生工作‘硬承诺’意味着必须完
成的任务，这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 想 ，也 对 抓 好 落 实 提 出 了 ‘ 硬 约
束’。”

———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潜江市市
长龚定荣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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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记者王敏、张紫赟、
胡浩、黄小希)5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三
严三实”要求，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
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
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5 年来，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实”
的行为准则，党风政风民风持续好转，全社会形成
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凝聚起上下同心、团结奋进
的磅礴力量。

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就巩固“三严三
实”成果，持续推进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纷纷谈感
受、说认识、提建议、话打算……

坚定信念、不忘初心

将“三严三实”融入深化改革实践

“长会少了，短会多了”“政策针对性越来越
强”“讲实话、干实事”…… 6 日，安徽代表团驻地，
代表们正热烈讨论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带来的变
化。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
记高莉 5 年前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安
徽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自那时起，高莉不
断提醒自己，要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
机感、坐不住的使命感，不断提高自身决策、管
理、执行能力，把“三严三实”落实在行动中。

明规矩、严纪律、强约束，5 年来，全国各地扎
实推动“三严三实”常态化长效化，为党员干部在
思想上、作风上、党性上“补钙”“加油”。

———“严”字当头，初心不忘、为民服务的信念
更加坚定。

如同一面镜子、一把尺子，“三严三实”要求党
员干部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和干部。”全国
人大代表葛树芹是位村支书，从“外来媳妇”到全
村“当家人”，她说，让群众信服很简单，就是以身
作则。

葛树芹所在的河南省汤阴县向阳庄村，主干
道两侧是两排“承诺林”，上面挂着村里所有党员
的基本信息和对群众的承诺。“义务打扫街道卫
生”“掌握 2-3 门实用技术带头致富”……没有空
话套话，每一句承诺都落在具体行动上，“晒”在阳
光下。

———“实”处着力，真抓实干、谋事创业的干劲
愈发强劲。

春暖花开的时节，天津七里海古海岸与湿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苇海随风荡漾，野鸭游水嬉
戏。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宁河区委书记王洪海
说，2017 年底，该区已全部完成七里海 230 处拆
除整改任务，目前七里海湿地核心区土地已全部
签订流转协议，实现封闭式管理，并逐步将缓冲区
5 个村、2 . 5 万人进行生态移民，计划 2020 年完
成。

“大力整治生态环境是全区干部群众下决心
推进的一件大事，这需要担当与作为。”王洪海说，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严以用权、谋事要实，面对保护

生态和破坏环境搞旅游的不同做法，宁河区坚决
选了前者，因地制宜谋划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锲而不舍、驰而不息

践行“三严三实”永无止境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

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更需要以“三严三实”为
抓手，深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开创发展的新局
面。

抓改革谋发展，需要紧螺丝、上发条，践行“三
严三实”———

修身、用权、律己，念好“严”字经，时时自重、
自省、自警、自勉，修心正身提素质，锤炼作风创实
绩。

2018 年，山东省烟台市生产总值达到 7833
亿元、增长 6 . 4%。成绩来之不易，这让全国人大
代表、烟台市委书记张术平更加充满紧迫感。

“必须要清醒地看到，我们一些干部的思想观
念、能力素质、担当精神还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一些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
碍还没有完全破除，营商环境还有不尽如人意的
地方。”张术平说，“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把‘三严三

实’进一步落到实处，破除窠臼，攻克难关。”
抓创新促发展，需要敢担当、真做事，践行“三

严三实”———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谋事、创业、做人，都要沉

下身去，“严”“实”统一、实干兴邦。
2019 年初，三门峡市一家企业成功跨进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准入门槛。
“这对我们这样一个中部地区城市来说是很

不容易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三门峡市市长
安伟说，作为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不能当经济发
展的“门外汉”。面对产业薄弱的难题，他多方求教
业界专家，学习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知识，并深入企
业了解困难，主动协调解决。经过三年的不懈努
力，这家企业成为当地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力量。

“干事创业必须要有过硬的本领和过硬的作
风。”安伟说。

抓作风助发展，需要“不歇脚”“不断线”，践行
“三严三实”———

践行“三严三实”要坚持高标准，时时铭记、事
事坚持、处处上心，切实发挥党员干部的旗帜和标
杆作用。

剑指群众反映强烈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
为”等问题，湖南省株洲市自 2016 年 10 月起全面
启动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活动为抓手的作风
建设，对行政审批、企业帮扶、回应公众关切等事
项做出时限要求。

“定点清除干部不良作风，聚焦民生诉求痛
点难点，切实提升干部的责任感，持续增强群众
的获得感。”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株洲市市长
阳卫国说，“作风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
于一役，要以踏石留印的精神常抓不懈，使‘马
上就办、真抓实干’成为一种思想自觉、行为习
惯。”

脚踏实地、勇于担责

不断书写新的时代答卷

梦想在前，需要用信念去坚守；使命光荣，
需要用实干去托举。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广大干部要树
立强烈的事业心和进取心，事不避难、义不逃
责，埋头苦干、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干，努力干出
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干出中国发展的新辉煌。

践行“三严三实”，党员干部要在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上带头领跑———

“医院急诊科是救死扶伤的最前线，每一
次急救、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生命，而党员干部
每每都是冲锋在前。”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郴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徐自强说，“三
严三实”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作为

医院一线的基层干部，要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和同事们全力抢救病患，保障人民健康安
全。

践行“三严三实”，党员干部要在全面深化
改革中勇于作为———

在安徽蚌埠，“一户一块田”改革正如星火
燎原般快速发展，由试点初的 6 . 8 万亩扩大到
现在全市 28 个乡镇 27 万亩。

过去，农民手中的土地分散，种植费用高、
机械作业难。改革后，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对
零散土地整合、重新分配，每户村民都得到一整
块大田，地好“种”了且成本降低了。

这项改革的背后，涉及多方利益的协调。
“面对问题，干部就要敢于直面各种艰难险阻，
涉深水、闯险滩、啃硬骨头。”全国人大代表、蚌
埠市市长王诚说，要勇于担当，直面问题，确保
改革改有所进、改有所成。

践行“三严三实”，党员干部要倾心尽
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

“每个村都建设好了，每个村民都生活好
了，我们的祖国也就发展好了。”葛树芹说，
作为基层干部，还要严格要求、以身作则，始
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坎上、落实在行动中，带
着大家把日子越过越好。

(参与采写记者：李鲲、宋晓东、阳建、王阳)

严要求实作风 ，再创时代伟业
写在“三严三实”提出五周年之际

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记者刘慧)7 日下午
4 时，全国政协工商联界别的磨长英委员和叶青
委员在自己的驻地迎来了一群“特殊客人”。

“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磨长英委员握
住了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的手。

5 日下午，两位委员所在的政协工商联小组
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大力度减税降费成为热
门话题。

“在税率降低的基础上，是否能考虑将贷款
利息等内容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磨长英委员
快人快语。

叶青委员表示赞同：“如果能将贷款利息等
财务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可
能降税效果会更加明显。”

坐在会议室后排桌子旁的国办“旁听员”花
维握着笔，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快速记录着，
A4 记录纸已经快写满了。花维是第一次在两会
上做国办“旁听员”，记录格外认真。

今年是国务院办公厅连续第四年开展全国两
会旁听工作。 5 日下午到 8 日上午期间，花维和
180 多名国办工作人员一道“扎根”全国两会各
人大和政协驻地团组，现场收集代表委员们的真
知灼见。

会后，带着磨长英和叶青等委员意见建议的
会议记录在几个小时内被按领域分类、梳理，并
筛选一部分反馈给国务院有关部门，其中两位委
员关于增值税抵扣项目能否扩展的建议很快被转
到了财政部。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我国全年减轻企业
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 2 万亿元。财政部部长刘
昆 7 日在记者会上进一步明确，近 2 万亿元中减
税约占七成，其中又以增值税降率为主体，包括
把制造业等行业现行 16% 的税率降至 13% 等。

7 日一早，磨长英委员和叶青委员就接到了
财政部税政司工作人员打来的“预约电话”，要
对两位委员的建议当面进行回复反馈。

“两位提出的建议很有针对性。”刚一落
座，王建凡就开始了解两位委员如何开始聚焦抵
扣范围的问题。

磨长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联主席，平时
和民营企业接触很多，两会前做了大量调研并带
来了相关提案。

“这次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降低 3 个点，大家
都感觉很受益。但也普遍关心抵扣问题，哪一项
能进入增值税抵扣直接关系到企业成本。”磨长
英说，目前有两大项没有进入抵扣范围，企业家

感觉成本很高，一项就是财务费用，一项就是
研发费用……

叶青委员是民营企业家。在他看来，劳动
力对于很多传统行业来说也是很大一块成本，
如果能纳入抵扣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
助力……

听完两位委员建议的“来龙去脉”，王建
凡介绍，贷款利息等纳入抵扣有利于完善增值
税抵扣链条，在实行现代增值税制度的国家也
有实践。目前，我国的增值税制度改革进入攻
坚期，正朝着“三档并两档”方向改革，抵扣
链条会随着改革逐步完善，相关部门也会对两
位委员提出的财务成本抵扣问题研究论证。

“一方面抵扣范围的完善要结合制度改革
步骤、设计和征管条件统筹考虑，另一方面在
大规模减税上，我们要综合考虑整个预算的平
衡。”王建凡坦诚回应，人工成本按照增值税
原理和国际通行做法都是无法抵扣的。

但他也给两位委员吃下“定心丸”，增值
税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在降低税率的基础
上，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也将放在完善增值税抵
扣政策上，“没有完善的要完善起来，没有纳
入而应该纳入的分批逐步纳入……按照税收法
定的原则，推动增值税立法，推动增值税制度
不断完善”。

听到这里，叶青委员忍不住插话：“把扣
除项目做得越来越完整，就是消除重复征税，
也是给企业减税，同时又使市场竞争更公
平。”

“没错。增值税改革不仅仅是减税，更是
朝着市场化方向不断完善、有利于形成公平市
场环境的制度安排，让市场发挥更有效作
用。”王建凡接过话茬。

“王司长，我还有一个小问题。”磨长英
委员再次抛出问题，“企业解决贫困人口就业
三年定额税费减免的政策什么时候出台？”

“从去年底到现在我们出台了针对扶贫的
税收系列政策，您说的这个也在其中。”王建
凡马上回应。

“我马上就给民企宣传，鼓励他们多吸纳
贫困人口就业。”磨长英委员露出笑容。

……
近一个小时的酣畅交流结束，两位委员把

“特殊客人”们送到驻地门口。“这种交流机
制就像直通车，代表委员有呼，我们马上有
应。”王建凡说。

一条委员建议的部委“反馈记”

“厕所革命，其实
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干
部是否真心实意、是否
有能力有态度为老百姓
办好事、办实事、办成
事。”全国政协委员、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
荣 7 日针对 “厕所革
命”等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重点工作表示。

余欣荣在参加分组
讨论时说，在城乡统筹
发展过程中，大家深刻
感受到部分农村还存在
着“垃圾靠风吹、污水
靠蒸发、茅坑蚊蝇飞”

的状况。现在很多进城
务工的农民回到家乡，
感觉和城市生活最大的
差别就是厕所。

“实现乡村振兴必
须要努力解决厕所问
题。”他说，要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统筹推进，把农村改厕这项民
生工程好事办好、好事办实。

“这几年一些地方农村改厕了，但是农民
不满意、不愿用、不会用。很重要的一点，是
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有些干部把农
村改厕作为一件小事而不是大事来做。小厕所
里有大学问。”余欣荣说。

他表示，要增强责任担当，坚持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久久为功，把民生的事情真正
办到农民的心坎里去。此外，还要强化监督问
责的力度，特别是对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
行为严肃批评问责。 (记者姜琳、于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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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政录

▲ 2018 年 4 月 10 日，由福建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话剧《县委书记廖俊波》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亮相。 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今年是国务院办公厅连续第四年开展全国两会旁听工作。

180 多名国办工作人员“扎根”全国两会各人大和政协驻地团组，

现场收集代表委员们的真知灼见。会议记录在几个小时内被按领

域分类、梳理，并筛选一部分反馈给国务院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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