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广告责任编辑 冯婷婷 美编 李 鹏
2021年 2月25日 星期四

E-mail：ycdaily@126.com

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永恒丰碑——
千百年来肆虐的绝对贫困，在我们这一代

人的手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
这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伟大传奇——
8 年，近 1 亿人脱贫，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

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到。
战地黄花分外香。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亿万人民，以“一
个都不能少”的铮铮誓言，以“不破楼兰终不还”
的铁血壮志，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历史性跨
越，开启了向着更高目标进发的新征程。

贵州黔西县化屋村，大山深处春意浓。
这座苗族村寨群山阻隔、险流环绕，贫困发

生率曾高达 63.6％，近年来通过发展特色种植
养殖和旅游业，实现贫困人口清零。

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这里
考察脱贫后的情况。

村民赵玉学一家 4 年前通过易地扶贫搬迁
住进二层小楼。赵玉学告诉总书记，现在夫妻
二人在外地打工，一年收入 4 万多元，3 个孩子
的学费和食宿费全免。总书记笑着说：“祝你们
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加幸福、更加甜美！”

一句祝福，满是牵挂，饱含希望。
在泱泱大国领航者心中，“人民”二字的分

量永远最重。习近平总书记曾坦露心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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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扶贫始终是习近
平同志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花的精力最多。

基层工作期间，在陕北梁家河，他最大心愿
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在河北正定，他甘冒风
险也要摘掉“高产穷县”帽子；在福建宁德，他探
索“弱鸟先飞”的脱贫路。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提出到 2020 年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同中
外记者见面时掷地有声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一个多月后，习近平总书记的身影出现在
太行山深处。

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是当地有名的特困
村，608 口人中 428 人属贫困人口，这里的贫困
状况令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揪心。

总书记在考察中说：“做好扶贫开发工作，
支持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使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是我们党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也
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职责。”

摆脱贫困，这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职责使命
——

2018 年 2 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来 到 四 川 凉
山。在三河村，总书记同村民代表、驻村扶贫工
作队员围坐在村民节列俄阿木家的火塘边，敞
开心扉交流。

节列俄阿木的女儿热烈日作，刚从成都一
所职校毕业。说起自己的读书经历，她几度哽
咽。她说，村里的小孩以前没书读，“如果不是
党的关怀，我和弟弟也没法上学念书，更不用说
去成都读书了”。

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说，我们党从诞生之
日起，就以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为己
任。让人民群众脱贫致富是共产党人始终不渝
的奋斗目标。

“共产党给老百姓的承诺，一定要兑现！”总
书记语重心长地说。

为了这个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以不停歇的脚步丈量着贫困角落，走遍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考察调研了 20 多个贫困
村，访贫问苦的每个细节都融入“我将无我，不
负人民”的使命情怀。

为了这个承诺，脱贫攻坚的每个重要节点
和重大关头，总书记都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
自督战，召开 7 次脱贫攻坚座谈会，多次主持召
开会议研究部署脱贫攻坚工作，每年在全国两
会同代表委员共商脱贫攻坚大计。

打赢脱贫攻坚战！一个拥有 9000 多万名
党员的大党，为了亿万人民的幸福，向着消除绝
对贫困的目标发起总攻。

初心决定使命，历史昭示方向。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将精准脱贫列为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大攻
坚战之一。

当年 12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小康目标能否如期实
现，关键取决于脱贫攻坚战能否打赢。”

一 诺 千 金 ，彰 显 对 历 史 负 责 的 勇 气 担 当
——

独龙族，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主要聚居
在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曾世代贫穷。

41 岁的龙元村村民和晓永年少时跑过马
帮。1999 年乡里修通简易公路，他买来拖拉机
跑运输。2014 年，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隧道贯
通，吸引来游客，和晓永转行做起民宿生意。

2015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昆明会
见独龙族群众代表时强调，全面实现小康，一个
民族都不能少。

2019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给独龙江乡群
众回信，祝贺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

如今，我国 28 个人口较少民族已全部整族
脱贫，实现千年跨越。

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高
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进坐标中，全面小
康是“关键一步”，消除绝对贫困则是迈好“关键
一步”的“关键一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到时候，宣布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还有那么多群众生活在
贫困线下。”

面对农村贫困人口这一最突出短板，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明确了底线任务：到 2020 年，现
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如期实现脱贫、贫困县
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每年减贫 1000 万人以上，实现 832 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这场伟大事业注定充满艰难险阻。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无论这块硬骨头有多硬都必须啃下，无论

这场攻坚战有多难打都必须打赢”，习近平总书
记向全党全社会发出号令。

决 战 决 胜 ，需 要 超 常 规 力 度 的 决 策 部 署
——

56 万！这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县，云南
省镇雄县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总数。

85 年前，红军在这里打响乌蒙山回旋战，
彻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走向胜途。

今天，镇雄干部群众坚守脱贫攻坚战场，
2300 多名干部驻村作战督战，超过 1 万名干部
开展结对帮扶，中央和云南省累计投入项目资
金 317亿元，最终取得反贫困的胜利。

非常目标，必有非常举措。聚焦革命老区，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攻克深度贫困，
实施挂牌督战……脱贫攻坚每到关键时刻、遇
到关键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都及时作出重大部
署，提出明确要求。

这是举全国之力展开的一场国家行动：
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东部 9 个省、14 个市

结对帮扶中西部 14 个省区市，全国支援西藏和
新疆，东部 343 个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中西部
573个贫困县开展携手奔小康行动；

开展定点扶贫，307 家中央单位定点帮扶
592个贫困县，军队定点帮扶 4100 个贫困村；

进行社会动员，12.3 万家民营企业参与“万
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帮扶 7.28 万个贫困
村；

2012 年到 2020 年，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累 计 投 入 1.6 万 亿 元 ，扶 贫 再 贷 款 累 计 发 放
6688 亿元。

“这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
充分彰显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

十八洞村，中国脱贫攻坚“地标”。
2013 年 11 月 3 日，正在湖南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
“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贫困地区

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么、养什么、从
哪里增收想明白，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
好路子。”正是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

“精准扶贫”概念。
按照总书记要求，十八洞村着力打造“旅

游＋”产业体系，成立农旅农民专业合作社，大
力发展苗绣、黄桃等民族工艺和特色产业，实现

“抱团”发展，带来规模效应，实现整村脱贫。
村支书施金通说：“精准扶贫激发出家乡的

发展潜能，我们对未来信心更足，干劲更大。”
我国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差异性大，致贫

原因复杂，确保每一个建档立卡户实现脱贫，扶
贫措施必须有针对性，不能“手榴弹炸跳蚤”。

从做到“六个精准”到实施“五个一批”，再
到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问题，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扶贫工作作出
一系列重要论述，创造性地提出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基本方略，推动了扶贫减贫理论创新和实
践创新——

强调访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对致贫原因
“把脉问诊”，找准“穷根”，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
发、坚持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

强调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区别不同情况，运
用“靶向治疗”，拔除“穷根”，抓住了主要矛盾和
矛盾的主要方面；

强调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将扶贫与扶智、扶志紧密结合，体现了外因与内
因的辩证关系；

强调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构建
大扶贫格局，系统治贫，合力攻坚，展现了系统
思维和整体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
这样的程度，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
于精准。”

实现精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有
力支撑。

2021 年伊始，讲述福建对口帮扶宁夏故事
的电视剧《山海情》叫好又叫座，掀起一股追剧
热。

“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
工作期间部署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

1997 年在宁夏扶贫时，习近平同志帮助实
施了西海固山区移民，把移民村庄命名为“闽宁
村”。

如今，闽宁村已升级为闽宁镇。第一任村
支书谢兴昌说：“当年福建专家教大家种菇，现
在蘑菇是镇里一大特色产业，成为村民脱贫致
富的利器。”

20 多年间，11 批 183 名福建挂职干部一任
接着一任干，2000 余名支教支医支农工作队员
凝心聚力，和宁夏干部群众一道久久为功，战胜
贫穷。

2016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故地，走进
闽宁镇原隆村，感慨地说：“闽宁合作探索出了
一条康庄大道，这个宝贵经验可以向全国推广，
做一个示范，实现共同富裕。”

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
力量办大事，这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最大制度
优势。

从科学制定总体规划到明确时间表、路线
图，从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到上下联动、统一协
调，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在实践中全面
建立。

这一制度体系中，根本是中央统筹、省负总
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

2015 年 11 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
开，这次会议被称为“史上最高规格”的扶贫工
作会。

会议期间，中西部 22 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
责同志在印有党徽的深红色脱贫攻坚责任书上
签下名字。

“这就是你们给中央立下的军令状。”习近
平总书记说。

军令如山，死而无悔。
2016 年 2 月 26 日，贵州省晴隆县脱贫攻坚

千名干部包保帮扶誓师大会上，全县各级干部
高举右拳，庄严宣誓：“脱贫攻坚，我是党员，向
我看齐！”

此时，站在主席台上领誓的县委书记姜仕
坤已经走到生命的极限。

一个半月后，这位曾誓言“只要还有一个晴
隆人没有脱贫，我这个县委书记就不能休息”的
共产党员，燃尽了生命之火。

这是一场硬仗，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
打赢的。

在一处处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生于斯长于
斯的老支书、老党员初心不改、砥柱中流，300
多万名驰援的第一书记、帮扶干部尽锐出战、不
胜不归，思念故土的农民工党员、“能人”党员响
应号召、返乡“参战”……

“这都是我们新时代的英雄。”习近平总书
记对广大扶贫干部作出高度评价。

这一制度体系中，多渠道全方位的监督体
系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体系发挥突出作用。

从北京出发，乘飞机抵达重庆，再转火车、
换汽车，2019 年 4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一路
奔波来到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华溪村。

华溪村祖祖辈辈在山脚下的“巴掌田”耕
作，建档立卡贫困户 85 户、302 人，当时还有 8
户、19人没有脱贫。

“这次我专程来看望乡亲们，就是想实地了
解‘两不愁三保障’是不是真落地，还有哪些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笑着补充了一句，“这次到重
庆来，就抽查你们一个点。”

到 2020 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
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
系攻坚战质量。

第二天召开的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的看，“两不愁”
基本解决了，“三保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紧抓问题不放，从开展省际间交叉考核到第
三方评估，再到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严与实贯彻脱
贫攻坚全过程。

“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扎扎实
实做好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

1943 年 6 月，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河北平山
县参加革命斗争，文艺工作者在北庄村创作了歌
剧和同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并在该村进行了
首演。

2021 年初，北庄村全体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
写信，汇报了在这首歌曲激励下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情况，表达了继续团结带领群众搞好乡村振兴、
过上更好生活的决心。

2 月 7 日，总书记在回信中希望他们坚决响应
党中央号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乡亲们更
好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凝聚团结的力量，无往而不胜。

花茂村人笑了。
2015 年 6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遵义

花茂村考察，在村民王治强家中同乡亲们交谈。
大家高兴地诉说党的富民政策好，日子越过越开
心。总书记说：“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
们是笑还是哭。”

如今走进王治强经营的农家乐，一眼就会看
到院门口的笑脸墙，上面挂满村民露出笑脸的照
片。

笑脸背后，蕴藏着脱胎换骨的蝶变。
乌蒙山区、武陵山区、滇黔桂石漠化综合治理

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贵州处于中国贫困核
心区，贫困县达到 66 个，2012 年贫困发生率高达
26.8％。脱贫主战场也是经济低洼地，这里经济
发展长期处于落后地位。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2020 年 11 月，贵州省
政府宣布，全省贫困县全部出列，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彻底撕掉贫穷标签。

脱贫攻坚激发出强大内生动力。近年来，贵
州以大数据等特色产业培植后发优势，奋力赶超，
闯出发展新路。2020 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比上
年增长 4.5％，经济增速连续 10年位居全国前列。

脱贫攻坚是啃硬骨头的决战，更带来深刻的
社会变革。

这是改变中国发展面貌的深刻变革——
曾让习近平总书记感到揪心的四川凉山“悬

崖村”村民终于走下 2000 多级钢梯，彻底翻越了
“贫困大山”。

云南怒江、澜沧江上 36 座溜索改为桥梁，当
地人“过江靠溜索”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宁夏固原市黄河水调蓄工程建成通水，曾经
“苦瘠甲于天下”的西海固地区逐步告别水资源短
缺。

一个个跨越，沧海桑田。
从华北平原到西南边陲，从大别山区到秦巴

腹地，从土家苗寨到雪域高原，过去的贫困县、
贫困村房子新了，出行便了，环境美了，人气旺
了。

8 年来，贫困地区基本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目前，全国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村
村建有卫生室，10.8 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
条件得到改善，960 多万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搬迁
走出困境，用电难、通信难等问题得到历史性解
决。

8 年来，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
“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生产总值保持较快增长，
特色产业、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更多绿水青山成为
真正的金山银山；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
从 2015 年的 2982 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0740 元，年
均增幅 29.2％。

这是提振亿万群众精气神的深刻变革——
山西大同市云州区坊城新村是易地搬迁村，

2018 年入住以来，依靠发展黄花特色产业等实现
全部脱贫。

2020 年 5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此考察，
走进村民白高山家。

白高山的儿子白利军告诉总书记，搬到新村
后，他在政府资助下上了职业培训学校，当起了电
焊工，去年收入 4万多元。

“现在外村姑娘都愿意往这嫁了吧？”总书记
笑着问。

“可不是！如今生活好了，人家也愿意来了。
儿子原来一直打光棍，去年找到了媳妇，今年我们
老两口抱上了孙子。”白高山笑得合不拢嘴。

望着幸福的一家人，总书记问：“你们往后还
有什么打算？”

“就是希望日子越过越好。”白高山说。
“一定会越过越好！更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总书记的话引来满屋欢笑声。
笑声里浸透着敢于向贫困说不的勇气、靠奋

斗改变命运的执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

要有志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8 年来，扶智与扶志点燃了贫困家庭追求美

好生活的愿望，激发起贫困村的现代观念、市场意
识，贫困群众的主动性得以调动、创造活力得以释
放，呈现意气风发的崭新面貌。

这是书写新的民族精神的深刻变革——
2018 年 2 月 12 日，四川成都。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讲话时提
到一封来信。

这是中铁隧道局集团参加成昆铁路扩能改造
建设的 20 多名青年党员写来的。信中说，50 多
年前，他们很多人的父亲、爷爷参与了成昆铁路
难度最大的沙木拉打隧道建设，把天堑变成了通
途。今天他们接过前辈的旗帜，承担了新成昆铁
路全线最长、难度最高的小相岭隧道建设重任，
立志使铁路早日成为沿线人民脱贫致富的“加速
器”。

习近平总书记说：“他们的来信让我感受到青
年一代对祖国和人民的担当和忠诚，读了很欣
慰。”

立下愚公移山志，浇开民族精神之花。这是
勇于担当、敢于攻坚的不懈奋斗精神，是众志成
城、上下一心的团结互助精神，是锲而不舍、久久
为功的坚韧不拔精神。

岁月终将流逝，但精神烛照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豪迈宣言：“让我们共同努

力，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
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中国的减贫方略和伟大成就，不仅是中华民
族发展史上的璀璨华章，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宝
贵财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中国的经验可
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2017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访老挝时，与
时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本扬曾有一番推
心置腹的谈话。

本扬说，老挝农业自然禀赋较好，但受困于资
金和技术。

习近平总书记说，农业领域可以成为双方合
作的重点领域，中国不仅可以帮助老挝发挥自然
优势，还可以帮助老挝农民脱贫致富。

此后两年，本扬先后到访湖南湘西十八洞村、
福建宁德下岐村，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走过的
足迹，感受精准扶贫的中国实践。“中国同志脱贫
攻坚的成功经验十分宝贵，我们要把中国同志的
好做法带回老挝去。”本扬说。

习近平总书记向国际社会表示，中国愿同各
方一道，为推进世界减贫事业发展、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作出努
力。

面向未来，风光无限。
初春时节的骆驼湾村，阳光正好，75 岁的村

民唐宗秀常拉着老伴儿陈德印坐在院子里晒太
阳。

两年前，一辈子和庄稼地打交道的老两口在
村里的民宿成了“上班族”。“我是保洁员，他负责
垃圾清运，活儿不累，挣的钱也不少。”唐宗秀说。

最让她高兴的是，过去在外打工的三闺女回
来了，就在村里上班。

村支部书记顾瑞利说：“总书记来骆驼湾时说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
的嘱托，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继续奋斗。”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
题。”

从“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到“民族要复
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冲锋号角再次吹响。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历经苦难辉煌的中华民族，书写壮丽篇章的
中国人民，必将在前进道路上创造新的更大奇
迹！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决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亿万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纪实

新华社记者

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新建 100 万吨钢管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现已基本完成，根据相关规定，现进行项目信息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i7FFiZywRVclP_SYOO-QQ
提取码：iriz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联系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获得纸质环境影响报告书简要

内容，公众可通过打电话或邮件的方式向环评单位索取。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范围以可能受到该项目影响的周边企事业单位、邻近

村庄的居民等为主。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i7FFiZywRVclP_SYOO-QQ

提取码：iriz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向指定地址发送电子邮件、电话、传真、信函或者面

谈等方式发表关于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信息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七、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运城市闻喜县闻喜经济技术开发区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现有厂区内
联系人：高先生 联系电话：13653676128

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 2月20日

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新建100万吨钢管工程项目环评信息公示
●不慎将党晨阳 《特种作业操作证》（叉车司机，

身份证号：142723199301031211）丢失，声明作废。

● 不 慎 将 孙 旭 霞 （ 身 份 证 号 ：

14270119690426002X）购买的国科·星天地商品房定

金的收款收据 （票号：2702423，金额：10000 元，大

写壹万元整，日期：2014 年 12 月 20 日） 丢失，声明

作废。

●本人郭鹏慧（身份证号：140828197703100028）

不慎将坐落于夏县育英巷人民政府单元楼一院七单元

102 房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证丢失，证件号为夏政国

用（2005）第 12089 号，现声明作废。

●不慎将山西卜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1810002613701）丢失，声明作废。

● 不 慎 将 吕 世 杰 残 疾 军 人 证（ 编 号 ：

2016183120997032811362）丢失，声明作废。

河津市黎明贸易有限公司经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由贺仙娥、董清海、董卿

翠等人组成，董卿翠为清算组组长，

请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河津市黎明贸易有限公司

2021年 2月25日

注销公告

高瞻远瞩的战略擘画
——脱贫攻坚伟大决战中，习

近平总书记以宽广历史视野和深厚
人民情怀，勇担使命，掌舵领航，挂
帅出征

科学精准的行动方略
—— 彰 显 政 治 优 势 和 制 度 优

势，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走出中
国特色扶贫开发之路

面向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
——千年梦想终成现实，百年奋

斗硕果累累，踏上新征程的前进步伐
更加激越铿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