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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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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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彪炳史册的伟大奇迹
——中国脱贫攻坚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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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2月23
日，市管主要领导干部专题警示教育会在
市委党校举行。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会议
并讲话。陈敏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的重要论述，深化拓展“以案四说”“以案
四改”，持续深入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
熙来、王立军流毒，深刻吸取邓恢林等案件
教训，以案示警、以案为戒，不断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营造良好政治
生态，为确保“十四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主持，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轩，市政协主席王炯，市委副
书记吴存荣，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
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市高法院、市检察
院、重庆大学主要负责同志出席。

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举办专题警示
教育会，是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
改落实的重要部署，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确保“十四五”发展开好局起
好步的重要举措。邓恢林等案件的发生，
对重庆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损害，对公安
队伍造成了严重危害，对社会心理造成了
严重伤害。邓恢林毫无“四个意识”，背离

“两个维护”，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
腐化、道德败坏、作风专横于一身，是违反
政治纪律、践踏法治、滥用权力、道德败坏、
不作为乱作为的反面典型。邓恢林的问
题，从根本上讲是政治上出了问题。全市
广大党员干部要从政治上认识、从政治上
吸取教训，从政治上全面清除邓恢林案件
恶劣影响，举一反三、引以为戒，不断增强
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
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陈敏尔指出，邓恢林案件的发生，教训
极其深刻。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要自觉以邓恢林案件为镜鉴，砥砺绝
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如磐石的抵腐定力、
全面过硬的党性修养，不断夯实廉洁从政、
廉洁用权、廉洁干事的坚固防线。必须严
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旗帜鲜
明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
求转化为内在主动，在政治上做到清醒坚
定。必须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深学笃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
党史学习教育，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在
信仰上做到笃信笃行。必须牢固树立为人
民掌好权、用好权的思想，清醒认识权力是
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在用
权上做到公正严明。必须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初慎微慎友，注重家庭家
教家风，坚决守住做人、处事、用权的底线，在廉洁上做到慎终如始。必须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书记要带头履
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压实责任链条，发扬斗争精神，在管党治党上做到
全面从严。

陈敏尔强调，“以案四说”重在警示震慑、教育引导，“以案四改”重在解决问题、
堵塞漏洞。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开展警示教育，深化拓展“以案四说”“以案
四改”，推动以案示警与以案促改双向发力，持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做到“说”

“改”贯通，创新方式方法，注重实际效果，把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结合起来，把“当
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促进治“标”不停步、治“本”年年有进步。要加强上下
联动，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跟踪督导，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不断把“以
案四说”“以案四改”引向深入。要坚持破立并举，突出问题导向，持续树立新风正
气，祛除歪风邪气，把正确思想、优良作风、良好导向、正面典型立起来，实现查处一
案、警醒一批、教育一片、规范一方。要强化法德结合，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切实加
强政德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约束作用和道德的教化作用，用好红色文化资源，涵
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要注重标本兼治，持续抓好思想政治建设，全面加强
制度建设，严格日常监督管理，让党员干部真正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会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穆红玉就邓恢林案件开展“以案四
说、以案四改”警示教育。与会同志表示，警示教育会既是一次明纪敲钟、提醒示警
的党性教育课，也是一次以案为鉴、以案促改的反腐倡廉课，思想再一次受到触动，
心灵再一次得到净化，进一步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党纪国法的威严和力量，更加自觉
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各区县党政主要负责人，市级有关部门和部分市属国企、高校主要负责人，市
委政法委、市公安局班子成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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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维灯 通讯员 李慧敏

2月23日，春光明媚。铜梁区侣俸
镇第二敬老院的院坝里，老人们三三两
两或是看电视、或是围坐在一起摆龙门
阵……年近八旬的郭炳全却一个人溜
达着，这里看看、那里瞅瞅，“我是正月
初七搬进来的，五六天了，还是觉得哪
都新鲜。”

搬进敬老院之前，郭炳全家住侣俸
镇白塔村，妻女都患有较为严重的精神
疾病，均在专业医疗机构进行康复治
疗。年前，独居的郭炳全身体出现问

题，“我都快80岁的人了，一个人在屋
头呆起，生病了也没得人来照顾，感觉
都活不下去了。”

郭炳全的生活，在正月初七那天发
生了改变。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郭炳全住进
了于去年年底建好的侣俸镇第二敬老
院。

“你看，新修的3层楼，有晒太阳的
院坝子，有花园、健身房，可以看书、玩
耍，上楼还能坐电梯，安逸得很哦！”说
到高兴处，郭炳全拉着重庆日报记者转
到了厨房里，“来来来，我们看哈中午吃
点啥子？”

“烧白、红烧鸭子、当季蔬菜……”
厨师田贵琴和老人搭着话，手却不闲
着，“你们如果有想吃的，也可以提出
来，我们尽量满足。”

“吃得好，没啥子要求的。”“五保”
老人鹿应海笑眯眯地看着锅里冒着香
气的红烧鸭子。

“侄儿、侄女春节来看你了哈，看你
高兴得哦。下回他们又哪阵来也？”看
着乐呵呵的鹿应海，田贵琴打趣道。

“才打了电话来，说元宵节就来，还
说我们这点漂亮得很，比他们屋头房子
还修得好些。”听着鹿应海的话，郭炳全
不住地点头，还竖起双手大拇指表示赞

同。
“住得好、吃得好，护理人员还定期

给我们检查身体，有个头疼脑热不用出
敬老院就治好了，恼火一点就带我们去
卫生院，还不用我们自己花钱。”如今，
侣俸镇已有108名特困供养老人在春
节前后住进了侣俸镇第二敬老院，有了
一个舒适的新家。

据介绍，2020年铜梁修缮、新建完
成6所镇街敬老院，同时启动了大庙、
蒲吕、平滩、白羊4所敬老院的建设，并
开始实施巴川、华兴等6所敬老院的提
档升级改造，更多的特困供养人员将住
进温馨舒适的新家。

铜梁区侣俸镇建起敬老院——

108名特困供养老人住进“新家”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近日，中宣
部命名第六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和岗位学雷锋标兵。其中，重庆市公安
局渝北区分局杨雪峰大队入选学雷锋
活动示范点；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重
症医学病区副主任黄霞、重庆市开州区
长沙镇齐圣村党委书记熊尚兵入选岗
位学雷锋标兵。

据了解，此次命名的第六批全国学
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各
50个，覆盖了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
条战线，来自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社

区、医院等基层单位，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和决战脱贫攻坚中作出突出贡献
的先进模范。

中宣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命名第六批全
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
为契机，坚持守正创新，加强组织领导，扎
实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不断提升公民道
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汇聚起奋斗“十
四五”、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宣部命名第六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

重庆一个集体、两名个人上榜

2月23日，在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
举行的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现场招聘会
上，求职者正在找工作。当日，40 多家
企业进场招聘，提供服务员、普工、保安
等岗位 1200 余个，吸引了不少求职者。
据了解，到3月底前，全市将举办10场直
播带岗、100场线上网络招聘、1000场小
型现场洽谈，发布20万个就业信息，帮
助求职者实现高质量就业。

通讯员 赵杰昌 摄/视觉重庆

招聘会
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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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我在中国福建省宁德
地区工作，我记住了中国古人的一句
话：‘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
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
之悲。’至今，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
是脱贫攻坚，最突出的短板在于农村贫
困人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是要把
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尽快补上，否则
就会贻误全局。”2015年11月27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上指出。

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必须实
现，而且必须全面实现，没有任何讨价
还价的余地。”

（下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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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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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花 一定不要错过这些地方
——重庆日报记者打探部分区县赏花打卡点

今年春季开学
不集中办理师生报到手续

接种新冠疫苗后
仍需做好个人防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