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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新闻客户端

新华社北京 2月 23日电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将
于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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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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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还将对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先进集体进行表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

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
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2月23日，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刘伟主持召开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关于在全
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交流学
习体会，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认为，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召开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作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大决策，具有深远重大的
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阐
释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明确了党史学习教育的任务，提出了
党史学习教育的要求，教导了党史学
习教育的方法，是开展好党史学习教
育的根本遵循。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悟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研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

述和规定书目，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
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
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结合起来，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严
格按照要求抓好学习教育，结合政协
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要指导实
践、务求实效，在加强政协系统党的
建设、加强和改进政协工作、推动“十
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中检验学习成
效。要坚持领导带头、作出示范，先
学一步、深学一层，指导和推动市县
政协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省委常委、省政协党组副书记、
统战部部长孙守刚，省政协副主席李
英杰、龚立群、张亚忠、高体健、周春
艳、谢玉安、张震宇、朱焕然和秘书长
汪中山参加会议。③9

青年演员曹骏：想为伟大时代做事情

南阳扶贫记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明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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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

认 真 学 习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党 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最好的我们，在这最好的时代
——影片《千顷澄碧的时代》首映礼启动仪式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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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姗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一座寓意
“金融之门”的建筑格外醒目。这里是集
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一体
的国内第二个证券交易运营中心——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也是豫沪合作大潮
中的璀璨明珠——中原证券上海中心
所在地。

中原证券作为我省唯一一家法人
证券公司，自成立之初便勇闯“上海滩”，
设立业务机构，敲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
放的“大门”。特别是该公司圆满完成
2014年香港上市和2017年上交所主板
上市，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A+H”上市
券商后，资本实力和运营资金显著增强，
进一步加大了对上海中心的支持力度，
不仅使上海中心成为该公司在省外最大
的利润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地，也逐步
成为河南企业在上海最大的“窗口”平台
之一。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充分

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加快推进企业在境
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提高上市公司质
量。”

中原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菅明军
说，上市公司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
既是衡量一个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集
中体现，又是推进一个地方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举措之一；同时，对任何一个
行业的企业来说，其发展的最高水平都
是要上市、进入资本市场，因为只有上
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发展所需的
资金问题，才能极大地提升企业的品牌
和影响力，才能极大地促进业务拓展，实
现做优做大做强。如果中原证券没有成
功实现在沪、港两地上市，没有在两地上
市募集到的超过100亿元的净资本，没
有我们越来越好的品牌和影响力，就没

有中原证券稳定发展的今天。
今天，在摩天大楼林立的黄浦江

畔，中原证券驻足中国资本市场的“顶
层塔尖”，汲取百年外滩的创新金融基
因，勇当河南金融业挺进上海的开拓
者、坚定者、奋进者和搏击者，在大江大
河奔腾向前的势头中，阔步迈向现代化
新征程。

开拓者——
从郑东CBD到上海陆家嘴

发挥自身高效的金融资源配置能
力，畅通经济“血脉”，更好地服务河南经
济高质量发展——这是本土券商必须
要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本世纪初，随着河南经济的蓬勃发

展，无数亟须融资的企业期盼着资本市
场的甘霖。而此时的中原证券，尚未完
成“A+H”上市，更像一个青涩少年，却
在踉踉跄跄中摸索出一个道理：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资本
市场。

开拓者，既要发挥已有特长和优
势，也要善于“无中生有”、追求突破。

郑东CBD到上海陆家嘴，两地相隔
千里，渊源一脉相承：金融中心。上海是
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也是
中国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主力
军，中原证券要闯就闯“高手的江湖”。

上海陆家嘴，一幢幢轮廓分明、造
型摩登的高楼大厦从地平线上长出来，
不断刷新城市天际线，这里具有中国顶
尖金融资源配置能力，是金融从业者的

殿堂级梦想地，也是金融行业的必争之
地。经过一番考察，中原证券确立了抢
滩陆家嘴，深耕金融贸易区的发展思路。

首先，办公选址落子核心区。陆家
嘴金融贸易区是上海“经济密度”最高的
区域之一，每平方公里创造GDP约150
亿元，可谓“寸土寸金”。中原证券挺进
上海之初，便看准时机抢占核心区域，从
最初的陆家嘴商务广场到如今的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是业务发展需要，更是持续
强化战略布局要求。

其次，业务布局讲究全生态。经过
多年发展，中原证券上海中心的业务范
围已涵盖财富管理、投行、投资、自营、研
究等全生态业务。具体来说，包括六大
板块：一是上海分公司，下辖2个债券自
营投资部和1个权益类投资部；二是上

海投行总部，下辖并购融资部等6个投
行部门；三是上海的经纪业务，下辖上海
大连西路营业部等5家证券营业部；四
是证券研究所；五是上海资产管理分
部；六是上海财富管理机构——金融产
品部。

第三，人才选聘注重市场化。上海
中心共有员工300多名，除了部分由总
部选派外，大多经市场化选聘而来，许多
人具有中信、招商、国泰君安、海通、华泰
等券商公司的从业经历，是公司高端人
才的聚集地。

站在中原证券上海中心办公的陆
家嘴金控广场T1座23楼倚窗远眺，目
光所及之处，尽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集
聚带的风光，让人不禁取出手机定格经
典画面。

郑东CBD之于河南，相当于陆家嘴
之于上海。从郑州总部到上海中心，无
论你离上海有多近，或离开河南有多远，
这里的昼与夜，都会成为你想象上海、理
解河南绕不过的风景。

（下转第八版）

东 风 凭 窗 揽 入 怀
——走进中原证券上海中心

彪炳史册的伟大奇迹
——中国脱贫攻坚全纪实

（一）庄严的承诺

（二）伟大的实践

（三）人民的力量

（四）大国的担当

（五）光明的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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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 汪晓东 宋静思 崔璨

“经过 8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
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
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
性整体贫困，近 1 亿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
胜利。”2020年 12月 3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时指出。

对于一个 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
困扰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
划上句号，这是亘古未有的壮举，也是
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脱贫攻坚
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一系列新
思想新观点，作出一系列新决策新部
署，推动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
对世界减贫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

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
蒙山区、大别山区……习近平总书记倾
注精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考察调研最
多的是贫困地区。总书记的不倦足迹，
深深印刻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
山山水水；总书记的殷殷之情，深深温
暖着每一名贫困群众的心窝。

“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
容，我花的精力最多”“脱贫攻坚是我心
里最牵挂的一件大事”“我最牵挂的还是
困难群众”……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
的话语，映照出人民领袖对人民的赤子
之心，彰显着百年大党的使命与担当！

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为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极
大增强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彻底改变了贫困地区的面貌，改
善了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群众生活
质量，“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我们还要咬定青山不
放松，脚踏实地加油干，努力绘就乡村
振兴的壮美画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
标稳步前行。”

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2012 年 11 月 15 日，
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以
这一极为生动、凝练的表述，对我们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作出
新的时代诠释。

2017 年 10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
记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再次强调“我们
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千百年
来，小康一直是中国人民最朴素的愿
望和憧憬。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 2020 年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
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是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
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
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2年 1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
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指出。

总书记强调：“深入推进扶贫开
发，帮助困难群众特别是革命老区、贫
困山区困难群众早日脱贫致富，到
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
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
房，是中央确定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第二次到地
方调研，就到了河北阜平县，后来又去
了不少贫困地区。我到这些地方调研

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看真贫、扶真
贫、真扶贫。”2014 年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
时指出。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
一定要多到农村去，多到贫困地区去，
了解真实情况，带着深厚感情做好扶
贫开发工作，把扶贫开发工作抓紧抓
紧再抓紧、做实做实再做实，真正使贫
困地区群众不断得到真实惠。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
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
富，那是不完整的。这就是我常说的小
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涵义。”2015
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甘宁革
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指出。

“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
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
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我到
过中国绝大部分最贫困的地区，包括
陕西、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广西、西
藏、新疆等地。这两年，我又去了十几
个贫困地区，到乡亲们家中，同他们聊
天。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我感到揪
心。他们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
兴。”2015 年 10月 16日，习近平主席
在 2015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
主旨演讲时深情回忆，（下转第四版）

历史性的跨越 新奋斗的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重要论述综述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于晴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对春光且趁今朝有酒，悲白发休
说来日方长。”

“和谐普世东风化雨，精准扶贫老
树逢春。”

眼前这两副对联，一副颓废，一副
振奋，反差极大，但都出自南阳56岁农
民王万才之手。

“贫困户中的文化人，文化人中的
贫困户。”两年前，新华社稿件曾这样
评价老王。

王万才是唐河县城郊乡王庄村的
农民，高中毕业、喜好吟诗作对的他，
被村民戏称为“王秀才”。然而一度窘
迫的生活曾让“王秀才”整日以酒浇
愁。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后，他成为
风靡全国的“脱贫明星”。

因为境况和心情的不同，王万才
三改网名：从“老树西风”到“老树逢
春”，再到“老树繁华”。

他的传奇经历、他那失而复得的
精气神正是南阳 90.1万名脱贫群众的
缩影。

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初，南阳贫困
人口、贫困村、贫困县数量均为全省最
多，而且 80%以上的贫困人口分散居
住在桐柏山、伏牛山区和丹江口水库
库区，要想在这场战役中获得全胜，谈

何容易？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南阳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赢起输
不起的重大政治任务、第一民生工程，
坚持有解思维破解脱贫攻坚难题，广
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用自己的辛苦
指数换来了群众的幸福指数，用勤劳
和智慧帮助贫困群众挣脱了贫困的枷
锁，如同缕缕春风春雨，吹拂着、滋润
着南阳盆地的千里沃野。

攻坚记

有恒业者方有恒心。每一个脱贫
梦总要从“乐业”做起。

春夏可赏花摘杏，金秋有百果飘

香，入冬看游客如织。
位于南水北调水源地的淅川县香

花镇柴沟村，如今的产业就像这里结
出的果实一样五彩缤纷。

一条宽宽的柏油国道直通村内。
虽值冬日，仍有不少城里人到这里打
卡，小小的柴沟熙熙攘攘。

“柴沟柴沟，拾柴为生的沟，出村
没有路，只能靠坐船，老一代人有的一
辈子没出过村。”村民李荣建忆起30年
前的柴沟村，一个劲儿地咂嘴。

“脱贫离不开产业，如何守住生
态红线，又让村民早日脱贫致富？我
们在‘短中长’三线产业结合中找到
了答案。”驻村第一书记郭金鹏来到
柴沟的三年间，带领驻村工作队走遍

全村七沟八岗，终于找到了一条发展
路子。

林下套种中药材一年快速见收
成；荒山种植石榴、杏李、柑橘等经济
林果，3年见收益；村里三季有花、四季
有果，又做起了乡村旅游。柴沟村的
人均年收入从 2016年的 3000元增长
到了 2020 年的 1.2 万元，贫困已离他
们远去。

我们常说，贫穷限制想象。南阳
各地跳出贫困线的村民，才有机会张
开想象的翅膀，做起自己的“五彩梦”：

西峡县丁河镇丁河村的庞海超希
望自己的“金桃”猕猴桃走出大山，销
往全省全国；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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