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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2月 25
日，省委书记王国生主持召开出席全
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代表座谈
会，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
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畅谈心得体会，安排部署我省学习
贯彻工作。

黄久生、宋瑞、李明俊、宁俊博、周
大鹏、武淞生、史秉锐、张文深、陈星、孙
炳良等代表先后发言，分享聆听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所感受到的巨大鼓舞，
王国生与大家一起交流心得体会。大
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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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向全世
界庄严昭告的宣言书，也是进入新阶段
对全党发出的动员令，为我们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继续前进指明了方向，注入了
强大精神动力。大家表示，要大力弘扬
伟大脱贫攻坚精神，持续用好脱贫攻坚
中形成的好经验好作风，以实际行动为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再立新功。

王国生向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
表示祝贺，他指出，作为我省脱贫攻坚
战线的代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见证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的历史时刻，回顾亲身参与的这场人类
减贫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在备受
鼓舞、倍感振奋的同时，更要珍惜荣誉、
扛牢责任，当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的宣讲者、伟大脱贫攻坚
精神的践行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开
拓者。要在学习上走在前，传达好、学
习好、宣讲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更加深刻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是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更加
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初心
使命，更加深刻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要在转化上作表率，把脱贫攻
坚生动实践、伟大精神深刻内涵作为党

史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将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所感受到的
巨大鼓舞，转化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具体行动，转化为
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不
竭动力。要在实干上当示范，传承弘扬
伟大脱贫攻坚精神，把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树得更牢，把攻坚克难的作风
锤炼得更强，在改革发展的主阵地真抓
实干，在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担当作为，
以更加有力举措、更加务实作风，推动
乡村振兴实现更大突破、走在前列，确
保“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落到实处。

李亚、穆为民、武国定出席座谈
会。③4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2 月 23
日，省政协主席、辛丑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协调领导小组组长刘伟主持
召开协调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拜祖大
典筹备工作，大力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和黄帝文化，凝聚华夏儿女共圆中国
梦的强大合力。

会议宣读了辛丑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协调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筹备工作任务清单，听取了郑州市关
于拜祖大典活动总体方案的汇报。
与会同志就做好筹备工作作了发言。

刘伟在讲话中强调，2021年是“十
四五”开局之年，是建党100周年。站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
上，办好今年的拜祖大典，对于凝聚全
球华人力量、服务“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提升政治
站位和思想认识，按照省委要求和本
次会议安排，高质量、高水平筹备拜祖
大典，更好地弘扬黄河文化和黄帝文
化，打造华夏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
要抓住重点工作，精心布置现场，优化
仪程流程，指导好服务好海外拜祖活
动，办好黄河文化月活动，提升城市管
理水平和文明形象，做好宣传报道，营
造共拜先祖、共襄伟业的良好氛围。
要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确
保拜祖大典安全有序。要增强责任意
识，细化工作方案，各负其责，抓好落
实，确保拜祖大典顺利成功举办。

副省长何金平、省政协副主席周
春艳在会上指出，要高度重视，压实
责任，创新思路，注重细节，做好筹备
工作，不断提升拜祖大典的影响力吸
引力，为实现“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省政协秘书长汪中山出席会
议。③4

本 报 讯（记 者 刘 勰 李 点 归
欣 马涛）2月 25日上午，省委、省人大
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与机关干
部职工一起，收听收看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直播，聆听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
脱贫攻坚精神，以履职尽责的实际行
动，奋力推进现代化河南建设。

在郑的省委常委与省委各部委机
关干部职工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大家
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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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鼓舞、使人
振奋。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持续用
好脱贫攻坚中形成的好经验好作风，以
实际行动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再立新功，以更加昂扬的斗
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向着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河南新征程阔步前进。

省人大常委会省级领导同志和机
关干部职工集中收听收看大会实况。
大家表示，脱贫攻坚取得伟大胜利，根
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开拓创新，奋发
进取，真抓实干，发挥好人大立法、监
督及密切联系群众的职能优势，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好助力我省经
济社会改革发展。

省政府省级领导同志和机关干部
职工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认
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脱
贫攻坚的伟大历程，总结了脱贫攻坚的
宝贵经验，宣示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

利，鼓舞人心、催人奋进。要以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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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伟大脱贫攻坚精
神，发扬焦裕禄同志“三股劲”，披坚执
锐、勇立新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河南新征程不断向前。

省政协省级领导同志和机关干部
职工集中收听收看全国脱贫攻坚总结
表彰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在省政协机关干部中引起热
烈反响，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振奋人心，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统领，大力弘扬伟大脱贫攻坚精神，
坚持建言资政与凝聚共识双向发力，
切实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
彻到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建设现代化河南贡献政协智慧和
力量。③9

□本报记者 曾鸣

以国之名，授予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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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对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先进
集体进行表彰。记者第一时间联系采
访了我省获表彰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他们纷纷表示，要再接再厉、接
续奋斗，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转化成
奋勇前行的澎湃动力。

“站在人民大会堂里，胸前佩戴着
鲜艳的大红花，当雄壮的国歌响起，我
的心情无比激动！何其有幸，参与到
脱贫攻坚这场伟大战役之中；何其有
幸，能够获得国家级的表彰。”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潢川县驻郑州党工
委书记黄久生说，“我一个吃百家饭长
大的苦孩子，多年来，带领农民工兄弟
打工挣钱。回想过往，我能有今天，离
不开家乡父老的养育和支持，更离不
开党组织多年来对我的悉心栽培。”

这是继 2020年被授予“全国脱贫
攻坚奖贡献奖”之后，黄久生获得的又
一殊荣。他担得起这崇高的荣誉——

作为农民工的“娘家人”，他让386
名流动党员找到党组织，带动 40多万
农民工“高举党旗闯市场”；作为党代
表，他当好老区人民的“贴心人”，疫情
期间联系60个项目复工近10万人，定
向招聘万名贫困人口到工地务工，为
180多名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保证年
收入不低于 3.6万元，帮助贫困群众持
续增收……30多年来，他心系家乡、回
报家乡，成为“全国道德模范”优秀代表。

“投身脱贫攻坚工作让我受益匪
浅，我不仅在工作中重温了共产党员
的初心与使命，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终
生的理想信念。同时，也对自己今后
如何做好本职工作有了新感悟。今
后，我要团结带领更多的农民工兄弟，
听党话，跟党走！”黄久生说。

“能走进人民大会堂，聆听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荣获这个奖项，是
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誉。作为一名民营
企业家，我将把回报社会作为义不容
辞的责任。”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河南九豫全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书
锋，在从北京返程的高铁上接受记者
采访时激情满怀地说。

杨书锋牢记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
困的传统美德，把精准扶贫、产业带贫
作为企业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2017
年以来，公司积极响应地方党委政府
号召，主动参与“百企万户”产业扶贫
工程。在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杨
书锋时刻心系贫困群众，以走访慰问
捐资等形式，为贫困户购置家具、棉
被、食品，更换门窗等。多年来，在他
的带领下，公司助贫、助困、助力乡村
振兴捐赠投入数百万元，还带动解决
了附近劳动力就业200多人。

“我从小作坊开始创业，公司一步
步发展到今天，得益于党和政府的正确
领导和好的政策，得益于社会各界和广
大人民群众的关心支持。所以，我始终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做好每一件事
情，去干好每一项工作，永远把回报社
会、回报人民铭刻在心头。”杨书锋说。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如
今，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号角催人奋进。载誉
归来的获奖者们表示，将继续弘扬伟
大脱贫攻坚精神，为中原乡村振兴贡
献智慧力量。③9

□本报评论员

波澜壮阔的宏大历史画卷，总是由具体而微的细节汇

聚而成。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颁奖现场，习近平总书记

向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与获奖者亲切交谈。虽然我们在

电视画面中听不到具体内容，但每一位获奖者的脸上，都洋

溢着激动，写满了坚毅。

中共兰考县委员会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有

记者写道：“焦书记，人民永远怀念您！您的夙愿完成了！”

礼乐声中，北京人民大会堂内掌声经久不息。这掌声，

是为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千年梦想，是为中国共产党人初

心不改、前赴后继的百年拼搏。

本次表彰中，河南 86 人获先进个人、65 个集体获先进

集体表彰。有网友深情留言：“人类历史的奇迹，不是说大

话、空谈出来的，而是一脚脚泥、一把把土、一滴滴汗、一条

条命真抓实干干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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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数字背后，都凝结着无数人的奉献与牺牲，都

饱含着亿万人的殷切期盼。消除绝对贫困，是亘古未有的历

史壮举，是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只有读懂历史，才能读懂中国反贫困斗争的胜利密

码。1793 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在访华日志中

写道：“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从“文景之

治”到“贞观之治”，从“开元盛世”到“康乾盛世”，“贫困”这

个沉重的字眼在中华大地一直横亘不去。“久困于穷，冀以

小康”，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千年梦想、千年伟业，只有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真正变成现实。

每一位中原儿女都不会忘记，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

亲赴兰考指导工作时，叮嘱我们要像焦裕禄那样到群众中去，

“切实关心贫困群众，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早日脱贫致富”。

每一位中原儿女都不会忘记，2019 年 3 月 8 日，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今明两年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要

再接再厉，咬定目标，精准施策，精准发力，按时按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每一位中原儿女都不会忘记，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信阳视察时强

调，“要发扬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致富，继续在致富

路上奔跑，走向更加富裕的美好生活。”

牢记嘱托、不辱使命。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两不愁三保障”

工作扎实有效，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消费扶贫等加快推进，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

件不断改善，贫困群众脱贫信心强、底气足……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拼在一

起、苦在一起，历经八年奋战，全省718.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3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9536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我们不折不扣兑现了军令状！全国脱贫

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河南 86人 65个集体获表彰，他们，和他们身后千千万万奋

战在脱贫一线的中原儿女，一道构成了新时代出彩河南人的闪亮阵列！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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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县

域治理“三起来”、乡镇工作“三结合”为根本遵循，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探索走出

具有区域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河南现代版的《山乡巨变》等待着我们奋笔书写。

马不解鞍连续战，又披戎装起征程。河南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了现代化

建设新征程，走到了由大到强、实现更大发展的重要关口，站上了可以大有作为、

为全国大局作出更大贡献的新起点。让我们握紧历史的接力棒，做伟大脱贫攻坚

精神的践行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开拓者，脚踏这片热土走向崭新的未来！3

本报讯（记者 曾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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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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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

对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先进集
体进行表彰。河南 86人 65集体获
表彰。

其中，潢川县驻郑州党工委书
记黄久生、巩义市鲁庄镇党委书记
王东、中牟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乔松伟、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党
支部书记申学风等86人荣获先进个
人。中共兰考县委员会、牧原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登封市农业农村工
作委员会、中共新密市尖山风景区
管理委员会委员会等65个集体荣获

先进集体。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

利，河南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5年
来，我省 718.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53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9536个贫困村全部出列。③9

王国生与出席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代表座谈

学习好宣讲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大力弘扬伟大脱贫攻坚精神推动乡村振兴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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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帝 故 里 拜 祖 大 典
协调领导小组会议举行

刘伟主持并讲话

“将沉甸甸的荣誉化作奋勇前行的澎湃动力”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载誉归来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干部职工收听收看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弘扬伟大脱贫攻坚精神
奋力推进现代化河南建设

河南86人65集体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先进集体

中共兰考县委员会

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登封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共新密市尖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委员会

开封市脱贫攻坚信息中心

中共洛阳市委员会

洛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嵩县德亭镇委员会

平顶山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鲁山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郏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滑县委员会

内黄县教育局

林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新乡市长垣市驻光山县脱贫攻坚帮扶工作队

新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扶贫办公室

孟州市槐树乡源沟村党支部

焦作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与信息科

濮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清丰县委组织部

中共濮阳县王称堌镇委员会

许昌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鄢陵县建档立卡贫困户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

舞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临颍县委组织部

三门峡二仙坡绿色果业有限公司

方城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南召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睢县委员会

民权县王桥镇麻花庄村党支部

中共光山县委员会

信阳市平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潢川县交通运输局

中共新县箭厂河乡委员会

郸城县教育体育局

扶沟县固城乡来庄村党支部

中共驻马店市委员会

驻马店市残疾人联合会

正阳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泌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济源市大峪镇委员会

河南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驻商水县汤庄乡西赵桥村工作队

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驻洛宁县城郊乡在礼村工作队

中共河南省委政法委驻确山县新安店镇郭庄村工作队

中共河南省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组织部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驻栾川县庙子镇河南村工作队

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驻商水县练集镇中杨庄村工作队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厅农业农村一处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驻固始县陈淋子镇红花村工作队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驻商城县河凤桥乡田湾村工作队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驻上蔡县邵店镇后杨村工作队

河南省水利厅驻范县王楼镇东张村工作队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驻滑县慈周寨镇北李庄村工作队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驻嵩县车村镇天桥沟村工作队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驻上蔡县卢岗街道文楼村工作队

河南省审计厅农业农村审计处

河南省广播电视局驻上蔡县邵店镇刘庄村工作队

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驻罗山县楠杆镇田堰村工作队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驻虞城县刘店乡丁河楼村工作队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驻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工作队

河南中医药大学校地结对帮扶新县工作队

洛阳师范学院驻栾川县庙子镇杨树底村工作队

（据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黄久生 王 东 乔松伟 申学风 安显伟 杨志峰 王淑霞（女） 李 彬 杨来法 武淞生 曾红林 童红涛 王长征 孙丕基 陈京玉 王世杰

朱宗娟（女） 段振兴 杜文波 郭 欢 孙炳良 范海涛 杨书锋 李园丰（女，回族） 王 磊 贺翠霞（女） 杨延军 赵玉甫 王俊海 王存勇

赵战秒 郑 鑫 冀亚伟 胡义志 黄海霞（女） 张士兴 王清华 王跃文 张 磊 杨书春 张文深 周大鹏 张 伟 张义胜 黄 玉 李 征（女）

周保全 刘彦华 梁 辉 孙桂元 刘玉敏（女） 杨新文 孙晓锋 张洪礼 梁英才 吕 旅 熊维政 杨 晔 程继东 王文喜 皇甫立新 赵社会

张继伟 徐 勇 陈新胜 韩宇南 陈国厂 邵奉公 张全收 原玉荣（女） 代红艳（女） 刘世杰（女） 王铁珍 成富营 李汝江 李佩阳（女）

赵晓红（女） 王继锋 胡万欣 王萌利 佘婧菁（女，回族） 史秉锐 施保清 宋 瑞（女） 王新奇 徐林刚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河南省）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河南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