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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25日16时，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
1号，“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挂出。“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牌子此前已
永久摘下，这意味着这个自1986年设立的
机构结束历史使命，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
成立，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崭新时代。

25日上午，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
大会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
利。下午，国家乡村振兴局就挂牌亮相，
实现两个机构的“无缝衔接”。

这块牌子本身就是我国脱贫攻坚的
成果和战果。机构更迭背后，是我国“三

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脱贫攻坚
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需要专门机构去开展，
也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体现。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

贫攻坚，可以说我国从集中优势资源支持
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采
取最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因
此，我国首设国家乡村振兴局这一专门机
构，承担这一历史使命，也展现了我国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决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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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设国家乡村振兴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获表彰

河南86人、65个集体获先进称号
为隆重表彰在脱贫攻坚历史进程中涌现出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先进、学习

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康柏利等1981名同志“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称号，授予北京首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1501个集体“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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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有86人入选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名单

河南65个集体入选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