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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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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2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
号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
调，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
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
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
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
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
史册的人间奇迹！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
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
的伟大光荣。

习近平强调，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
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脱贫攻坚伟大斗
争，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
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
贫攻坚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性质宗旨、中国人民意志品质、中华民族精
神的生动写照，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
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精神、中国
价值、中国力量的充分彰显，赓续传承了伟
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全党全国全社会
都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团结一心，英
勇奋斗，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
和风险，不断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的更大的胜利。

李克强主持大会，汪洋宣读表彰决定，栗
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
台上方悬挂着“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徽，10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眺台
悬挂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团结奋斗！”

10时30分，大会开始。解放军军乐团奏
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汪洋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授予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的决定》。决定
指出，为隆重表彰激励先进，大力弘扬民族

精神、时代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充分激发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干事创业的责任感、使
命感、荣誉感，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推进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中央、国务院
决定，授予毛相林等10名同志，河北省塞罕
坝机械林场等 10 个集体“全国脱贫攻坚楷
模”荣誉称号。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
习近平为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

一一颁授奖章、证书、奖牌，并向他们表示祝
贺。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汪洋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决定》。

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
颁奖。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
讲话。

习近平首先代表党中央，向受到表彰

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为脱贫攻坚作出贡献的各级党政军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农村广大基层组织和党员、
干部、群众，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志
愿者，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人民团体以及社会各界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积极参与和支持脱贫攻坚的香港特别行
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
以及海外侨胞，向关心和帮助中国减贫事

业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外国友人表示衷心
的感谢。

习近平指出，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
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
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
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
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创造自己
的美好生活进行了长期艰辛奋斗。新中国成
立后，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
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组
织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重整山河，为摆
脱贫困、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
开放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实施了大规模、有
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着力解放和发展社
会生产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
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把脱贫
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组
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8年
来，党和人民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发扬钉钉
子精神，敢于啃硬骨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
中之贫、坚中之坚，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历史
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作出了关键性贡献；
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踏步赶上来，整体
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脱贫群众精神风貌焕
然一新，增添了自立自强的信心勇气；党群干
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
牢固；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全球减
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表示，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
凡。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数百万扶贫干部倾力奉
献、苦干实干，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过在一起、
干在一起，将最美的年华无私奉献给了脱贫事
业，涌现出许多感人肺腑的先进事迹。在脱贫
攻坚斗争中，1800 多名同志将生命定格在了
脱贫攻坚征程上，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
心使命。脱贫攻坚殉职人员的付出和贡献彪
炳史册，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
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爱每一位牺牲者
亲属，大力宣传脱贫攻坚英模的感人事迹和崇
高精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披
坚执锐、勇立新功。 （下转第二版）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向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主持 汪洋宣读表彰决定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 全媒体记者 李爽爽

本报讯 昨日，省政协副主席陈小平率调
研组来我市，就“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开展专
题调研。金华市及我市领导林毅、杨坚明、葛
国庆、鲍建平等分别陪同。

陈小平一行首先来到义乌飞楼——莲都
大厦项目施工现场，听汇报、问工期、查进度，
详细了解项目推进情况。据悉，该项目以建成
现代金融集聚中心为目标，重点招引金融类、
科技类、电子商务、孵化器、人力资源等产业，
项目于今年1月12日正式动工，计划2023年
底竣工。陈小平对飞楼模式给予充分肯定，希
望义乌进一步找准产业定位，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将该项目打造成为全省山海协作的标
杆项目，为助推两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2019年年底，江东街道启动青岩傅区块
农村有机更新工作，涉及青岩傅村、下麻车
村、张村、潘村和上麻车村5个村，共近5000
人。目前，张村、下麻车村已完成“整村拆”，青
岩傅区块安置（一期）已实施整体清表。在详
细了解青岩傅区块规划、工作推动等情况后，
陈小平对我市以有机更新推动乡村振兴的做
法表示赞赏，希望义乌继续做好服务和资源
要素保障工作，加快农村有机更新工作进度，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随后，调研组一行还召开座谈会，听取市
人才办、发改局、教育局、财政局、人社局、自
规局、农业农村局、卫健局等单位相关工作情
况汇报。

陈小平充分肯定了义乌在“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工作中取得的成效。他指出，义
乌是吃改革饭长大的城市，在市场化改革、
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工作中不断
改革创新，提供了很多可贵的义乌经验。共
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
众的共同期盼，最本质的是靠发展解决问
题，做大蛋糕。希望义乌坚持新发展理念，
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共同富裕体制机制
创新，切实增强发展动力，为全省提供更多
好经验、好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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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华日报记者 杨林聪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昨日上午，金华市第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圆满完成各
项议程，胜利闭幕。

闭幕会由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
常务主席陈玲玲主持。大会执行主席
陈龙、蔡永波、郑敏强、陶国兴、王丁
路、周剑敏、陈志身、董巧娟、周丽水、
王振勇、章旭升、俞佩芬、姚激扬、王志
强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邢志宏、宋志恒、郑余良、林毅、吕
伟强、张伟亚、祝伦根、沈晓红、楼东
江、姜玉芳、邵国强、王健、张新宇、赵
秋立、傅显明、许章才、傅路红、张跃
进、荣安华、邱建中、陶叶萍、杨坚明、
石骁敏，金华军分区司令员陈骏，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汤海庆，金华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钟瑞友，浙江师范
大学校长郑孟状等在主席台就座。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黄锦朝、朱
洪法、阎寿根、黄友源、林一心、金中
梁、张荣贵、钱世茂、蔡健、王国强、江
跃进等。

大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依法
补选邢志宏为金华市人民政府市长，
补选沈晓红为金华市监察委员会主
任，补选楼东江、姜玉芳为金华市第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补选钟瑞友为金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须报经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提请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批准），补选王一、兰景贵、严小俊、陆
品能为金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委员；通过金华市政府2021
年民生实事项目。

随后，新当选的金华市人民政府
市长邢志宏，金华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沈晓红，金华市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副主任楼东江、姜玉芳，金华
市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王一、兰景贵、严小俊、陆品能在大会
主会场进行了宪法宣誓。

大会以按电子表决器的方式，通
过金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
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名单；通过关
于金华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十四
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金华市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全市和市本级2020年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1 年财政预
算的决议；通过关于金华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金华市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金华市委书记陈龙代表市委对大
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
会议期间，各位代表以饱满的政治热
情和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职建言，
共谋金华发展大计，体现了强烈的政
治担当，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会议
开得很成功，是一次高举旗帜、共谋发
展、催人奋进的大会。

陈龙指出，2021 年是实施“十四

五”规划的第一年，也是建党100周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十四五”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
图。市委七届八次全会认真贯彻中央和
省委决策部署，明确提出争创社会主义
现代化先行市奋斗目标，吹响了奋进的
号角。希望全市各级人大和全体代表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的决策部署
上来，坚持“数字赋能、拼搏争先”工作导
向，奋力推进“九市建设”，凝心聚力开新
局，砥砺奋进谱新篇。开新局、谱新篇，必
须强化政治自觉，把牢政治方向抓落实，
提高政治站位，胸怀“两个大局”，坚定信
心，把良好的发展势头巩固好、延续好。
必须坚持真抓实干，聚焦高质量发展抓
落实，紧盯目标“干”，抓住重点“干”，创新
突破“干”，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
须牢记初心使命，坚持以人为本抓落实，
及时准确掌握社情民意，提出科学有效的
工作建议，完善为民服务的长效机制，努
力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必须强化拼
搏争先，勇于担当作为抓落实，拼搏争先
显担当，增强本领强担当，强化监督促担
当，推动全市各项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陈龙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
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关于做好人大工作的各项决策部
署，扎实推动我市人大工作迈上新台阶。
市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和保障各级人大依
法行使职权，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
领导。各级党委要切实把人大工作摆在

重要位置，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持。“一府两院”要自
觉接受人大监督，主动向人大及其常委
会报告工作，提高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
水平。各级政府部门要认真办理人大代
表建议意见，积极主动为人大依法行使
职权、代表履行职责创造有利条件、营造
良好氛围。

陈龙最后号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
精神，不负韶华、不懈奋斗，以实干实绩
为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贡献力
量，为建党100周年献礼！

陈玲玲代表大会主席团向全体参会
人员、向服务保障大会的全体工作人员
表示衷心的感谢。她强调，全市上下和各
级人大及全体代表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
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在中
共金华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扎实推进“九
市建设”，全力投入“四攻坚四争先”行
动，充分发挥人大政治优势、制度优势、
职能优势、组织优势、智治优势，更好发
挥人大制度的守正固本作用、地方立法
的引领保障作用、人大监督的推动落实
作用、人大代表的凝心聚力作用、各级人
大的连接贯通作用，振奋精神，拼搏实
干，敢于担当，奋勇争先，忠实践行“八八
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为争创社
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开新局、谋新篇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大会胜利闭幕。

凝心聚力开新局 砥砺奋进谱新篇

金华市七届人大六次会议胜利闭幕
陈龙讲话 陈玲玲主持 邢志宏当选为金华市人民政府市长 宋志恒等在主席台就座

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