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新闻时评 2020年9月1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杨秀兰 校对：党世友

20210

3 2 6

13373

0

32255

1040

346

173

3 2 6 0 4

43 100000

05 06 27 28 29 11 12

820,939,644.90

18 6420892
5136713
48126
38500

10000

4
225
63

462

3000

200
100

7803494

1058
21660
28818
60292
804619

5
15

300

20090

2020 11 16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思维方法
关乎工作成效。决胜全面小康、决
战脱贫攻坚，我们不仅要有铆足干
劲的拼搏精神，更要在具体工作中
运用好科学的思维方法，切实提高
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
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
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战略思维要求我们用全局的眼
光认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打赢
脱贫攻坚战，我们要将其放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全局中，对照全面
小康的综合指标，从“两不愁三保
障”入手，统筹农村改革创新、基础
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生
态文明、乡村治理等工作。

历史思维要求我们用发展的眼
光看待问题。一方面，要从中国特

色扶贫开发道路中汲取历史经验。
另一方面，要在确保如期全面脱贫
的同时，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其中
关键是针对主要矛盾的变化，理清
工作思路，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
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
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
机制。

辩证思维要求我们用矛盾分析
法把握问题。注重坚持“两点论”和

“重点论”的统一，特别是要处理好
“输血”与“造血”、扶贫与扶志扶智、
外界帮扶与自主发展等的关系，激
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在产业发
展上，要把握短期见效快和长期稳
增收的关系，做到长中短期项目结
合。在人才力量上，既要充分发挥
帮扶队伍的作用，也要注重对农村
人才的培养，打造一支永远不走的

工作队。
创新思维要求我们用求新的办

法解决问题。脱贫攻坚有不少难题
要解、“硬骨头”要啃、新挑战要克
服。对此，要努力想新办法、找新出
路、创造新经验、开创新局面。以海
南为例，海南以“农旅融合”创新推
动产业扶贫，因地制宜地谋求热带
农旅相互促进的特色发展，拓展出
科技化、品牌化发展的特色路径。
事实证明，提升创新思维有助于以
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

法治思维要求我们用法治的方
式应对问题。慎终如始地用好法治
思维，是做好精准扶贫工作的题中
应有之义。不论是扶贫项目安排、
资金使用、监督管理等，还是易地搬
迁、纠纷调解、乡村治理等，都需要
进一步提高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

水平，使扶贫工作始终都在法治轨
道上运行。

底线思维要求我们用严密的措
施预防问题。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必
须完成的底线任务、刚性要求，必须
多措并举巩固好已有成果。脱贫攻
坚战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
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决不能
松劲懈怠，要坚持真抓实干，严格对
照国家标准，逐人逐户对账、精准销
号，坚决杜绝“数字脱贫”和“虚假脱
贫”，确保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科学思维，
是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内在要求。
从纷繁芜杂的具体问题中把握规
律、突破难点，我们就一定能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战，兑现我们党向人
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

（据《人民日报》）

提升思维能力，决战脱贫攻坚

2 月 8 日接收首批患者，4 月 15 日休舱。
来自辽宁、上海、广东、武汉等地的 16 支医疗
队、3000 多名医护人员日夜奋战在雷神山医
院，用 67 天时间，收治患者 2000 余名，创造了
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奇迹。其间，医护人员
与患者共情相守，并肩战斗，同样留下了一笔
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90后护士励志漫画感动无数人到患者
“真想看看你防护面具和口罩遮挡下的面庞”
的期待，再到医生护士“你若性命相托，我必
奋力一搏”的誓言……雷神山给人们留下太多
病患与医者患难与共、真情互动的珍贵记忆。

雷神山医院收治的患者中重症居多。在
高封闭、高压力、高风险的环境下，为确保病

患和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雷神山医院的医护
人员和患者结成了心理“共情体”。医患共情，
增添了患者在与病魔对抗时的勇气，激励了医
务人员战胜疫魔的决心，把“雷神归位、病魔退
散”的信念传递给更多人。

共情是你和我彼此依傍，是两颗心相互温
暖。在抗疫关键时刻，医患共情的精神力量点亮
一盏盏温暖的灯火；回归常态，共情精神同样可
以成为医患之间相互信赖、共克病魔的连心锁。

这份可贵的共情精神是在雷神山医院这短
短 67 天里积攒并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
把它传递下去吧——融通医患间的情感、增加
彼此的理解，推动你我向他人伸出援手、互相
关心、互相帮助。 （新华社沈阳9月16日电）

把医患共情的精神力量传递下去
新华社记者 张逸飞

重庆的“渝快办”、广东的“粤省事”、贵州的“贵人服
务”……近来一些省市政务服务平台具有地方特色的“谐音
梗”不仅名字俏，更以贴近到位的政务服务受到社会广泛关
注和点赞，成为我国深化“放管服”改革成效的生动写照。

“放管服”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政府自我革命，旨在重
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切实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增进民生获
得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开展政府治理改革，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推
进管理机制创新，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共识。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内和国外经济形势以及疫情带
来的冲击，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要
求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举措，优化营商环境，进而释放
市场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不少地方和部门对企业开办、行
政审批许可、办税、融资等办事环节锐意改革，出台扶持政
策、开辟快速通道、减轻多项负担、放宽许可期限等各类创新
举措，助力市场主体复工复产，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
得感。

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高标准市
场体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
程。当前，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着
力打通一些关键点和关键领域的梗阻，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和
决心持续深化改革。

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改善营商环境，按照加快建设人民满
意的服务型政府的要求，需要进一步着力建立健全公平开放
透明的市场规则，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聚焦企业群众办
事的难点、痛点重点攻关，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信用监管
等方面持续改革创新，让企业和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不断
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动力。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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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些政客又有了反华新工
具——冠冕堂皇的“清洁网络”计
划。为兜售这个旨在打压遏制中国
通信、互联网企业的计划，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等人四处游说，妄图拉拢他
国组建什么“清洁国家联盟”。其
实，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个以“清洁”
为 幌 子 的 计 划 自 身 根 本 就 不“ 清
洁”，更是把美方一些人的霸道和虚
伪暴露无遗。

一是“捕风捉影”。
蓬佩奥等人一再声称中国企业

危害美国公民隐私和数据安全，却拿
不出任何确凿证据。当被问及有何
事实支撑对中国公司的指控时，美方
政客竟以“只要和中国共产党有联
系，就构成风险”来搪塞。以这种“莫
须有”的方式对他国进行造谣诽谤，
让人不禁想起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
义”。

二是“双重标准”。
多年来，美方对包括盟友在内的

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实施无差别非
法窃密监听，以“棱镜计划”“方程式
组织”“梯队系统”等打造“间谍帝国”

“窃听帝国”“黑客帝国”，早已被多方
验证，是人尽皆知的事实。美方对自身种种劣迹不但
没有任何解释，反而无端抹黑他国，让人不禁感叹“美
式双标”之虚伪。

三是“零和思维”。
美方一些人之所以费尽心机打压中国企业，就在

于生怕中国企业威胁其科技“霸主”地位。其实，中美
交往合作从来都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关系，而是基于
市场原则的互利双赢。以美方最近盯上的抖音海外版
TikTok 为例，其不仅满足美国用户的休闲娱乐需求，还
创造不少就业，给美国人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四是“践踏规则”。
美方通过“清洁网络”计划对中国企业进行围堵，

并不是由于中国企业违反了哪条市场规则，而是为打
压中国企业正常合法的经营活动。这种毫不掩饰的霸
凌行径，与美方一贯自我标榜的自由市场、竞争中立、
法治精神背道而驰，不仅破坏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而
且损害全球市场环境，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名为“清洁”，实则肮脏。美方一些人滥用国家力
量，肆意打压遏制他国企业，污损了美国的国家形象，
透支着美国的国际信誉。国际社会唯有对美国政客的
倒行逆施说“不”，才能阻止其贻害国际合作。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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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德国和欧盟领导人 14 日以
视频方式共同举行会晤，就一系列重
要问题加强沟通协调，推进团结合作，
对于中欧未来携手应对变局、开创新
局将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的十字路口，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
面临新挑战。中欧关系如何持续稳健
前行，需要理性和长远眼光指引。在
此次中德欧领导人会晤中，中国领导
人提出“四个坚持”：坚持和平共处、坚
持开放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对话
协商，为中欧关系行稳致远指明方向，
欧洲各界反响积极。

与中国加强务实合作，是欧洲各界
的主流共识。一直以来，中欧务实合作
保持良好势头。疫情期间中欧双边经
贸更展示出了强大韧性，中欧班列运输
量实现逆势增长，不断刷新运营纪录。
目前，中国全面复工复产，欧洲也强力
推出振兴计划，促进经济复苏。欧洲政
界、工商界普遍认为：进一步深化与中
国的合作关系，有助于欧洲爬坡过坎，
将为推动后疫情时代欧中合作提质升
级、助力世界经济复苏、共同维护开放
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提供机遇。

中欧经贸合作结出新果，为中欧
务实合作注入新能量。在中德欧领导
人会晤中，双方宣布签署《中欧地理标
志协定》，确认加快投资协定谈判，实
现年内完成谈判的目标。这对深化中

欧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欧合作潜力深厚，前景广阔。

中国、欧盟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双方日
均贸易额超过 10 亿欧元。此次会晤
中，双方领导人都表示要加强团结合
作、推动中欧关系迈向更高水平。打
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中欧数字合作
伙伴关系，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实
现年内完成谈判的目标……随着中国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欧合作的空
间必会更加宽广。

在全球层面，中欧加强合作也将
为完善全球治理带来更多利好。当保
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世界经济低迷
之时，中欧双方发出共同维护多边主
义的声音；当国际组织权威遭到挑战、
全球“治理赤字”加剧之时，中欧携手
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维护双方和国
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当技术“脱钩”的
噪音甚嚣尘上、人类科技发展面临阻
碍之时，中欧决定建立数字合作伙伴
关系，促进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欧
共同发出的“合作强音”，为充满不稳
定不确定因素的当今世界注入更多稳
定力量。

中国与欧盟建交 45 年来，双方关
系持续稳定发展。当前，中欧关系正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只要中欧之间坚
持合作共赢的大方向，在应对变局中
不断开创新局，定能不断推动中欧关
系提质升级、行稳致远。

（新华社布鲁塞尔9月16日电）

应变局开新局 中欧合作前景广阔
新华社记者 翟 伟

随着最后一批 59 所高校教师职称自主评审权下放至学校，
江西所有高校的教师系列、实验系列职称日前已全部实现自主
评审。政府主管部门只需加强指导、监管，不再审批评审结果、
发文办证。

（新华社发）

自主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