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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在第七个国家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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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之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严重

洪涝灾害的考验，党中央坚定如期完

成脱贫攻坚目标决心不动摇，全党全

社会勠力同心真抓实干，贫困地区广

大干部群众顽强奋斗攻坚克难，脱贫

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现在脱贫攻坚

到了最后阶段，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

保持攻坚态势，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习近平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总

结脱贫攻坚经验，发挥脱贫攻坚体制

机制作用，接续推进巩固拓展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保持脱贫攻

坚政策总体稳定，多措并举巩固脱贫

成果。要激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内生

动力，激励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

勤劳致富，向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的目标继续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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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保持现有帮扶

政策总体稳定，挂牌督战攻克深度贫

困堡垒，促进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

增收， 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做好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对存在返

贫致贫风险人口提前加强针对性帮

扶，确保高质量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要做好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有机衔接，通过持续努力推

进脱贫摘帽地区乡村全面振兴，为增

进人民群众福祉、促进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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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强调，要保持

高昂的攻坚精气神，确保高质量全面

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力做好贫

困劳动力稳岗就业，着力解决好扶贫

产品销售问题。要巩固脱贫成果防止

返贫致贫，持续推进扶贫产业发展壮

大， 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进

一步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要

做好巩固拓展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工作，确保过渡期内各项政

策平稳过渡，接续推进脱贫摘帽地区

乡村振兴。 希望获奖者珍惜荣誉、勇

担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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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

泉县、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和广西壮族

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安陲

乡江门村村委会主任杨宁、河南省周

口市太康县马厂镇前何村第一书记

韩宇南、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澡下镇

白洋教学点教师支月英、解放军总医

院第五医学中心原肝胆外科二中心

移植外科副主任朱震宇等获奖先进

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作了事迹报告。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者、国

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等在主

会场参加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东西部

扶贫协作领导小组成员在各地分会

场参加会议。

在第七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善始善终 善作善成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本报讯 在第七个国家扶贫日

到来之际，10 月 17 日，省委、省政

府在贵阳举行贵州省 2020 年 “全

国扶贫日” 捐赠仪式，号召全省上

下合力克难攻坚，全面实现“相约

2020” 的庄严承诺，彻底撕掉贵州

千百年来绝对贫困标签，确保高质

量、打好收官战，确保与全国同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孙志刚，省委副书记、省长谌贻

琴，省政协主席刘晓凯，省委副书

记蓝绍敏等来到活动现场并带头

捐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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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法院、省检察院、武警贵

州省总队主要领导同志参加捐赠

仪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吴强

宣读贵州省 2020 年 “全国扶贫

日” 倡议书。

本次活动以“携手扶贫济困·

助力脱贫攻坚” 为主题。 捐赠仪

式倡导：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

现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是我们党的初心使命。贵州

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 按时高

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是省委、省

政府作出的庄严承诺， 是全省上

下的共同责任， 没有任何退路和

弹性。全省各界要积极慷慨解囊、

奉献一片爱心，参与消费扶贫、贡

献一份力量， 携手贫困群众走出

困境，彻底撕掉绝对贫困标签，确

保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掉队、

一个都不能少。

在《感恩的心》温暖旋律中，

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进行了现

场捐款。全省各地同步开展了捐赠

活动。

（许邵庭 杜朋城 刘杨）

我省举行“全国扶贫日”捐赠仪式

孙志刚 谌贻琴 刘晓凯 蓝绍敏等带头捐款

本报讯 10 月 17 日，贵阳市 2020

年“扶贫日” 现场募捐活动在贵阳市

美术馆举行， 参加募捐的党政领导干

部和市民群众纷纷慷慨解囊募捐近

1.6万元，为脱贫攻坚贡献一份力量。

据了解，开展“扶贫日” 现场募捐

活动旨在积极响应省“扶贫日” 活动，

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 以实际行动

参与和支持脱贫攻坚，营造“崇德向

善、扶贫济困”社会氛围。 现场募捐活

动结束后， 贵阳还将组织发动全市各

相关单位、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开展公

募活动。

近年来， 在中央、 省的坚强领导

下，贵阳市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全市

贫困人口于 2019年实现全部脱贫。据

市农业农村局（市扶贫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贵阳市 2020 年“扶贫日” 活

动募捐款项将作为社会扶贫专项基

金， 根据全市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

扶机制， 对有返贫致贫风险的脱贫户

和边缘户在教育、医疗、危房改造、受

灾、残疾等方面给予帮扶救助，进一步

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据介绍， 贵阳市 2019 年 “扶贫

日” 活动共筹集善款 134.91 万元。

2019 年， 根据 《贵阳市农业农村局

（市扶贫办） 社会扶贫专项基金使用

办法（暂行）》，贵阳市共向花溪、乌

当、清镇、修文、息烽、开阳等 6 个区

（市、县）和贵阳市结对帮扶的 12 个

贫困县的 1658 人（户）发放教育、危

改、 受灾救助三个方面救助基金 536

万元。 其中拨付开阳等 6 个区 （市、

县）教育、危房改造、受灾救助基金

356 万元，惠及 2071 人（户）；拨付 12

个贫困县教育救助基金 180 万元，惠

及 600名贫困大学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成琼）

贵阳市举行2020年“扶贫

日”现场募捐活动

政务简报

10 月 17 日， 贵阳市 2020 年

“扶贫日” 现场募捐仪式暨决胜

纪———贵阳市脱贫攻坚美术 / 书

法 / 摄影作品展开幕式在贵阳市

美术馆举行。 市委常委、副市长张

建华捐款并宣布作品展开幕。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平，市政协副主

席殷勤出席并捐款。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成琼

慷慨解囊

助力脱贫

本报讯 10月 17日，2020 年贵

阳市脱贫攻坚文艺巡演首站演出在

开阳县蒋家寨文化广场举行。

此次巡演由中共贵阳市委宣传

部、贵阳市农业农村局（市扶贫办、

市生态移民局）、 贵阳市文化和旅

游局共同主办， 中共开阳县委宣传

部、开阳县农业农村局（县扶贫办、

县生态移民局）、 开阳县文化和旅

游局承办，主题为“携手扶贫济困、

助力决战决胜” 。

文艺演出在开场舞 《爱的守

候》中拉开帷幕，相声《谁最美》、

女声独唱《美丽中国》、快板《脱贫

攻坚，我们在路上》等近十个精心

准备的节目轮番上演， 赢得现场观

众的阵阵掌声。

2016年以来， 全市共投入财政

资金 9.63亿元，动员社会力量投入

8.7 亿元， 实施各类帮扶项目 458

个，有力助推帮扶县贫困人口 51 万

人脱贫。 十年来，开阳县 8.61 万的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4个贫困乡

“摘帽” ，14个贫困村出列， 全县脱

贫攻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当天， 脱贫攻坚图片展也在活

动现场举行。 （李必兴 唐子昂 贵

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春明）

携手扶贫济困

助力决战决胜

2020年贵阳市脱贫攻坚文

艺巡演首站走进开阳蒋家寨

10 月 17 日， 我国第 7 个扶贫

日、第 28个国际消除贫困日当天，决

胜纪———贵阳市脱贫攻坚美术 / 书

法 /摄影作品展在贵阳美术馆开幕。

本次作品展由贵阳市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主办， 贵阳市农业农村局

（市扶贫办、市生态移民局）、市文联、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贵阳广播电视台

承办，共展出了 139件作品，其中绘

画 48件、书法 41件、摄影 50件。

本次展览展出的作品， 都有一

个共同的主题———脱贫攻坚。

贵阳市作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

场之一的省会城市，在省委、省政府

的领导下， 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

支持下，2019 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 有力助推结对帮扶县贫困人

口 51万人脱贫，脱贫攻坚工作取得

了骄人成绩。

在脱贫攻坚这场战役中， 贵州

贵阳文艺界的艺术家们从来没有缺

席。他们深入脱贫攻坚一线战场，用

翰墨丹青和镜头思考历史、 聚焦现

实，以独特的艺术角度，用心用情创

作出一大批反映脱贫攻坚历史进

程、传递决战脱贫攻坚精神、颂扬伟

大时代的艺术佳作。

“我们举办这次主题作品展，旨

在用艺术的形式展示贵阳市脱贫攻

坚取得的丰硕成果，讲好中国减贫的

贵阳战法、贵阳实践、贵阳故事，增强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

心，努力实现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相

互促进、同步提升、全面取胜。 ”贵阳

美术馆副馆长冉茂列说。

“夜郎多彩山川丽，民众生存

尚且艰。政策扶贫果精准，整村迁徙

建新天。 ” 展览中，中国书协副主

席、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贵州省书协

主席包俊宜创作的草书作品《赞扶

贫新村诗》， 讴歌了贵州开展脱贫

攻坚这项伟大事业的取得的成就。

本次作品展中， 绘画作品有国

画、油画、版画等艺术形式，通过山

水、花鸟、人物等内容展现现在乡村

的富美、乡愁，以及奋战在脱贫攻坚

一线的干部群众。书法作品有篆书、

隶书、行草书等。摄影作品则分为易

地搬迁、驻村帮扶、产业扶贫、农村

产业革命、美丽乡村等主题，用对比

的手法，通过不通的角度、场景、人

物等对比， 表现人民群众生活的变

化。 139 件囊括了全省绘画、书法、

摄影届各大家的作品。

展览展出了我国著名艺术家、

贵州大学教授、 硕士生导师王振中

的绘画作品《雷公山下苗家寨》，贵

州美术馆馆长、 贵州画院院长陈争

的国画人物肖像《时代楷模———文

朝荣造像》， 贵州省书协副主席杨

昌刚的书法作品《脱贫攻坚诗》，以

及曹经建、乔啟明、徐庆一、尹刚、秦

刚、张清林等摄影名家的作品。

“贵州省一流的书画名家和摄

影家都有作品参展， 体现了贵州省

最好的水平，是一次艺术盛宴。 ”前

来观展的市民郭敏认为， 让艺术家

用画笔和作品来鼓舞大家参与和支

持脱贫攻坚非常有意义。

在这次作品展上， 贵州省美协

主席谌宏微带来了自己在参加“文

军扶贫贵州美术家在行动” 时创作

的 4 幅写生国画作品———《万峰林

细雨 / 息烽扶贫点 / 长白山老林 /

万峰林峰兮客栈后山》。

前来观展的贵州省摄影家协会

主席韩贵群也认为，艺术家要扎根基

层，用镜头、作品记录和展现时代。

据介绍， 本次作品展将持续至

10月 27日，期间免费对公众开放。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成琼

用笔墨和镜头，记录脱贫攻坚

“决胜纪———贵阳市脱贫攻坚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侧记

展览现场 石照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