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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庄严宣告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新华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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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
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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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多名同志将生命
定格在脱贫攻坚征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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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习近平指出，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
目的成就，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
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
质，靠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靠的是
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坚守执着，靠的是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立足
我国国情，把握减贫规律，出台一系列超
常规政策举措，构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
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走出
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
色反贫困理论。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为
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
同富裕道路；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形成脱
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坚持精准扶
贫方略，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坚持
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坚持弘扬和衷共
济、团结互助美德，营造全社会扶危济困的
浓厚氛围；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做到
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这些重要经验和
认识，是我国脱贫攻坚的理论结晶，是马克
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必须
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习近平强调，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
利，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
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
了坚实的一大步。同时，脱贫摘帽不是终
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
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我们没有任何

理由骄傲自满、松劲歇脚，必须乘势而
上、再接再厉、接续奋斗。要切实做好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各项工作，对易返贫致贫人口要加强
监测，对脱贫地区产业要长期培育和支
持，对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要搞好后续扶
持，对脱贫县要扶上马送一程，保持主要
帮扶政策总体稳定。要坚持和完善驻村
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东西部协作、对口支
援、社会帮扶等制度，并根据形势和任务
变化进行完善。要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和
政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责任，坚决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习近平指出，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要围绕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新形势、提出的新要
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
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持续
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让低收入人口和
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在现代化进程
中不掉队、赶上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
完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以更
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习近平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必须把促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
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让广大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

习近平指出，回首过去，我们在解决
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上
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创造了人类减
贫史上的奇迹。展望未来，我们正在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宏愿
而奋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决心，以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
姿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向着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李克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庄严宣告了脱贫攻
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高
度，充分肯定了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成
绩，深刻总结了脱贫攻坚的光辉历程和
宝贵经验，深刻阐述了伟大脱贫攻坚精
神，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提出了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
性、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要认真学习领
会、抓好贯彻落实。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勠力同心、顽强奋战，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会见了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全国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代表，全国
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个人获得者和因
公牺牲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亲属代表
等，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
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
委员出席大会。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
负责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主要负
责同志，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
员会成员，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
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约3000
人参加大会。

对于脱贫攻坚总书记这样说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脱贫攻坚答卷

2月25日16时，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
号，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正式挂出。“国务院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此前已经摘下。

作为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成立于1986年5月16日，当时称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
12月28日改用现名。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办公室负责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既是我国脱
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标志，也是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奔向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 据新华社

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了

◆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了每一个角落

◆党和人民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之
贫、坚中之坚

◆脱贫地区处处呈现山乡巨变、山河锦
绣的时代画卷

◆广大脱贫群众露出了真诚笑脸，是对
脱贫攻坚的最大肯定

◆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千千万万的扶贫善举彰显了社会大
爱，汇聚起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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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
困作斗争的历史

毛相林 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
村党支部书记

白晶莹（女，蒙古族） 内蒙古自治
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人大常委会主
任，科尔沁右翼中旗蒙古族刺绣产业专
项推进组组长、蒙古族刺绣协会会长

刘 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
区伽师县水利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李 玉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
业大学教授

张小娟（女，藏族） 生前为甘肃省
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扶贫办副主任

张桂梅（女，满族） 云南省丽江市
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华
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

赵亚夫 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
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

姜仕坤（苗族） 生前为贵州省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委书记

夏 森（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外
事局研究员

黄文秀（女，壮族） 生前为广西壮
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乐业县新
化镇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

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
安徽省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
中共福建省寿宁县下党乡委员会
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
湖南省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岔

河镇三河村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农电工作部
陕西省绥德县张家砭镇郝家桥村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

镇班彦村
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闽宁镇

10名个人和10个集体被授予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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