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日是全国“扶贫日”，

记者从六盘水市扶贫办获悉，2014年

以来，在 5年时间内，六盘水总共减少

贫困人口 50余万人。

据介绍， 近年来六盘水一直把

社会扶贫工作摆在突出位置。 2014

年以来，当地贫困人口已由 60.37 万

人降到 2018年底的 9.5 万人， 累计

减少贫困人口 50.87万人，贫困发生

率由 23.3%下降到 3.74%，累计下降

了 19.56个百分点。

不过， 六盘水目前脱贫攻坚任务

仍然艰巨，当前还有贫困人口 3.17万

户 9.5万人， 贫困发生率为 3.74%，高

于全国 2.04个百分点。目前，六盘水已

将脱贫攻坚重点和难点转移到水城深

度贫困县和 96个深度贫困村上来，确

保深度贫困村今年出列。 （高松）

六盘水50余万人

摘去“贫困帽”

本报讯 昨日，黔南州组织现场募

捐，现场共有 187个单位、商会、协会、

社会组织以及爱心企业举牌认捐，认

捐资金达 168.34万元。

据了解，早在此前，黔南州扶贫开

发办公室、黔南州民政局、黔南州红十

字会联合发出“携手扶贫济困·助力

脱贫攻坚”募捐活动倡议书，得到相

关单位和部门以及爱心企业响应。

数据显示：2014 年至 2018 年，

黔南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77.81 万人，

瓮安、龙里、贵定、惠水 4个县减贫摘

帽， 贫困发生率从 2014 年初的

24.12%下降到 2018 年底的 4.65%。

2019年， 黔南力争剩余的 6 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 。 （张仁东）

黔南州扶贫募捐

百余万元爱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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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在第六个国家扶

贫日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

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中国共产党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向贫困

宣战，取得了显著成就。 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更

加突出的位置， 打响脱贫攻坚战，

全党全国上下同心、 顽强奋战，取

得了重大进展。 困扰中华民族几千

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

得到解决，这将为全球减贫事业作

出重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当前，脱贫攻坚

已到了决战决胜、 全面收官的关

键阶段。 各地区各部门务必咬定

目标、一鼓作气，坚决攻克深度贫

困堡垒， 着力补齐贫困人口义务

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

短板， 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 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社

会。 要采取有效措施，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 确保高质量打赢脱

贫攻坚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当前，脱

贫攻坚已进入决胜关键阶段。 各地

区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再接

再厉，持续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要全面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

问题，集中力量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强化产业扶贫和就业帮扶等措施，

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巩固

脱贫成果防止返贫。 持续扎实做好

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定点扶

贫等工作， 继续动员全社会力量参

与脱贫攻坚，各方面形成合力，确保

完成今年再减少 1000 万以上贫困

人口的任务， 为明年打赢脱贫攻坚

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

础。

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先

进事迹报告会 17 日上午在京举行。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

李克强批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胡春

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指出，要大力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充分发挥先进

模范和典型代表的示范导向作用，

坚决攻克脱贫攻坚最后堡垒， 毫不

松懈落实各项帮扶举措， 着力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广泛凝聚脱贫

攻坚力量，关心爱护基层扶贫干部。

希望获奖者珍惜荣誉、当好表率、再

立新功。

会议对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者

进行了表彰，陈望慧、李鹏、刘双燕、

张玉玺、王建球、冷菊贞等获奖代表

作先进事迹报告。

2019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

者、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

承担定点扶贫任务的在京中央单位

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咬定目标一鼓作气———

贵州省“全国扶贫日”捐赠仪式举行

孙志刚、谌贻琴、刘晓凯等带头捐款

本报讯 根据市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部署，10 月 17

日， 贵阳市举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专题辅导讲座。省委常委、贵阳市

委书记赵德明主持并讲话。他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积极抢抓西部

陆海新通道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

坚持既定目标，保持战略定力，打好

开放牌，推动强实体，全面提高我市

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中国集装箱行业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李牧原授课。 省委主题

教育第一巡回指导组组长曾长

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忠，市政

协主席王保建，市委副书记、市委

政法委书记向虹翔，市委常委，市

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

班子成员， 贵阳警备区主要负责

人，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

参加。

赵德明在主持讲座时指出，习

近平总书记对陆海新通道建设高

度重视、寄予厚望，提出一系列重

要指示要求,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

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

决策部署，进一步坚定抢抓新一轮

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 建

设带来“陆港复兴” 重大历史机遇

的决心，把近年来铁路、公路等基

础设施快速发展形成的交通区位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发展优势；

进一步坚定实施以高水平开放促

进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决心，坚持市

场引领、贸易先行、以贸促工、工贸

并进，推动中高端商贸业与中高端

制造业协同联动、相互促进、齐头

并进、共同发展；进一步坚定实现

目标和愿景的决心，努力把贵阳建

设成为西部地区有影响力的国际

化都市、中高端消费品贸易之城和

制造之城。

赵德明强调，要重点抓好《交

通强国建设纲要》 的贯彻落实，进

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 积极融入

西部陆海新通道， 大力推动多式联

运，提高物流效率，发展枢纽经济。

要加快发展对外贸易， 主动承接进

口博览会溢出效应， 以振兴商贸

“百场千店万铺” 攻坚行动为抓手，

努力打造 “爽爽贵阳·消费天堂” 。

要坚定不移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大

力实施做强实体经济推进新产业发

展攻坚行动， 加快推进大数据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 努力成为全省新

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 成为新的增

长极。

李牧原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对

西部开放的重大意义和机遇》 为题

作讲座，详细介绍了《西部陆海新通

道总体规划》出台的时代背景，全面

分析了多式联运系统在通道建设中

的作用， 深入阐述了新通道建设为

沿线各省区市带来的战略机遇，并

对贵阳市的通道建设和产业集聚发

展提出了建议。 讲座主题鲜明、内容

丰富、 讲解精彩， 与会人员听得认

真、记得仔细，大家纷纷表示，听了

讲座， 进一步深化了对西部大开放

宏观形势的认识， 坚定了贵阳坚持

高标准要求、加快高水平开放、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各区（市、县）、开发区、市有关

部门、市属高校、人民团体和企业主

要负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贵阳市举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专题辅导讲座

本报讯 10月 17日，省委常委、

贵阳市委书记赵德明在筑会见 2019

中德工业城市联盟第八次全体会议

系列经贸交流活动（贵阳站）重要

嘉宾。

德国前国务秘书弗里德黑尔

姆·奥斯特，德国前联邦经济技术部

工业政策司司长文纳·莱辛，博特罗

普市市长贝恩德·蒂施勒，哥廷根市

市长罗尔夫 -乔格·科勒，中德工业

城市联盟副秘书长朱锡雄、荣强，贵

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刘本立，副

市长唐兴伦参加。

赵德明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弗

里德黑尔姆·奥斯特一行表示欢

迎。 他说，近年来，贵阳市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重

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各项决

策部署， 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

特别是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

设，贵阳已经成为重要枢纽和节点

城市，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德

国先进的制造业享誉全球，优质的

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贵阳很多自

然禀赋与德国有相似之处，双方加

强交流合作的前景广阔。 希望大家

给予贵州、贵阳发展更多关注和支

持， 促进更多德国企业到贵州、贵

阳寻求发展，推动双方交流合作迈

上新的台阶。

弗里德黑尔姆·奥斯特等嘉宾

对贵阳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他们

说，贵阳生态环境良好、交通网络发

达、基础设施完善、市场前景广阔，

十分期待与贵阳开展深入合作，将

充分发挥平台优势， 推动双方进一

步深化合作， 携手开创合作共赢新

局面。

市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抢抓历史机遇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赵德明会见 2019中德工业城市联盟

第八次全体会议系列经贸交流活动（贵阳站）重要嘉宾

加强双方交流 携手合作共赢

本报综合消息 10 月 17 日，贵

州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

选表彰工作办公室发出公告， 根据

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开展 2019年贵州省脱贫攻坚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

的通知》，经自下而上、逐级推荐、逐

级审核等程序步骤， 评选出贵州省

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拟表彰对象 154

个、 贵州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拟表

彰对象 267名，予以公示。

其中， 贵阳市 3 个集体获贵州

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拟表彰对象，

分别为贵阳市农业农垦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云岩区教育局、花溪区

扶贫开发办公室。

贵阳市 9 名个人获贵州省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分别是盘

江（贵阳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七处副

处长）、陈生（乌当区下坝镇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负责人、扶贫工作站站长

(兼)）、赵福兰（花溪区高坡乡党委书

记）、姚绍波（开阳县扶贫开发中心

规统科科长）、马运祥（贵阳市扶贫

开发办公室社会扶贫处负责人）、刘

晓东（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

副书记）、金显（贵州双龙航空港经

济区社会事业发展局农工处负责

人）、邓文乾（南明区教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邓明礼（白云区农业农村

局工作人员,水城县帮扶干部）。

扶贫工作得力

他们将获表彰

贵阳9名个人、3 个集体

■新闻速递

2014年以来

本报讯 在第六个国家扶贫日

到来之际，10月 17 日下午， 省委省

政府在贵阳举行贵州省 2019 年“全

国扶贫日”捐赠仪式，第一时间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

作出的重要指示， 号召全省上下咬

定目标、一鼓作气，确保按时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战。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孙志刚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并带头捐款。 省委副书记、省长谌

贻琴， 省政协主席刘晓凯， 省委常

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

领导班子成员，省军区、省检察院主

要负责同志参加捐赠仪式。 副省长

吴强宣读贵州省 2019 年“全国扶贫

日”倡议书。

捐赠仪式倡导：脱贫攻坚已到

了决战决胜、 全面收官的关键阶

段，各地各部门务必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

的重要指示，咬定目标、一鼓作气，

坚决攻克深度贫困堡垒，着力补齐

贫困人口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住

房和饮水安全短板，确保按时高质

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同全国人民一道迈

入小康社会。

此次捐赠以“携手扶贫济困·

助力脱贫攻坚” 为主题，倡议全省

各界充分发扬中华民族扶贫济

困、崇德向善的优良传统，积极向

贫困群众献出一份爱心， 传递一

份温暖， 助力贫困群众如期摆脱

贫困。

在《感恩的心》温暖的旋律中，

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共 200 余人

进行了现场捐款。 各市（州）、贵安

新区和省直部门单位同步开展了捐

赠活动。 （许邵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