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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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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作出批示

本报讯（记者 鲜康）10月 15日至 16日，
2020年陕西省网络安全管理员职业技能大赛
决赛在西安举办，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仲
茜出席并讲话。省委网信办主任鲍永能、省
通信管理局局长高彩玲、共青团陕西省委副
书记黄华、省总工会经审委主任刘伟、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王彦文等观摩

比赛并参加颁奖仪式。
张仲茜指出，网络安全

是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网络安全员要积极应
对化解网络安全风险，做好
维护网络安全的“啄木鸟”，
让网络生态更清新、更健康，
让互联网更美好。他强调，
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主要
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和造就技
能人才、创新人才。工会组
织作为培养职工成才的熔炉
和学校，要坚持以赛促学、以
赛促训，建立健全培训、练
兵、竞赛、晋级“四位一体”的
技能提升发展模式，打通技

能人才成长通道，促进职工体面劳动、全面发
展。要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聚焦新领
域、新产业、新业态，用新思维、新方法、新路
径，构建更有利于广大职工参与的竞赛工作
体系。要坚持宣传创造价值的理念，加大宣
传工作力度，大力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社会新风尚。

据了解，今年的网络安全管理员技能大
赛首次列入省级一类赛事，由省总工会与省
通信管理局共同主办。8月初全省网络安全
管理员技能大赛拉开帷幕，参赛队伍达到 106
支 308名，比赛面向全省企事业单位员工和高
校师生，涵盖四大基础运营商、金融、公安、税
务、高校、能源电力、机械制造、国防军工、国
网安陕西分中心等。决赛前围绕网络安全实
用攻防技术、安全运维-治理/应急和新技术
新方向开展线下培训。经过网上培训、初赛，
历时 2个月，58支队伍 173名参赛选手进入决
赛，分运营商、金融、能源、高校、综合五个组
比拼并进行综合排名。

据介绍，省总工会今年举办的职业技能
大赛坚持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相结合，
开辟“新跑道”、占领“新高地”，坚持传统行业
工种不松劲，持续在制造业、服务业、能源化
工、交通水利、冶金建筑和重点工程等传统行
业领域开展竞赛。同时，重点向新兴产业领
域突破，例如在 5G基站建设、网络运维、业务
拓展全方位开展竞赛，技能竞赛向人工智能、
新基建等经济转型升级方向拓展，促进大赛
由速度型、体力型向效益型、智力型转变。

比赛现场比赛现场。。

2020年陕西省网络安全管理员职业技能大赛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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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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七个
国家扶贫日到
来之际 ，习近
平总书记对脱
贫攻坚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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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之年。满打满算，今年还有 11 个星
期。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

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这是
一场硬仗，越到最后攻坚时刻，越不能停顿、
不能大意、不能放松。

脱贫攻坚工作艰苦卓绝，收官之年又遭
遇疫情影响，任务更重、要求更高、时间更宝
贵。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舍我其谁的
责任感，枕戈待旦、夙兴夜寐，抓紧每一天、
干好每一小时、用足每一刻，确保全面小康
路上不落一人。

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
人，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在“十三五”期间
设立全国脱贫攻坚奖，每年评选表彰一批为

脱贫攻坚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界人士。2020年
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
的召开，是对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者进行表
彰，也是对全国脱贫攻坚前线每一位战斗人
员的鼓励和动员。

5 年前，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定，承诺就要兑现。时间一晃
而过，5年筚路蓝缕，5年胼手胝足。在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勠力同心，千万扶贫工
作者付出巨大牺牲，即将赢得最后胜利。

胜利在前，重任在肩。民亦劳止，汔可小
康，让我们以冲锋为最后的胜利倒计时吧！

冲锋号响起，为脱贫攻坚的胜利倒计时
·王立彬·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中国水电十五局在商洛山区助力脱贫攻坚纪实

扶贫产业从“零敲碎打”到“兴旺发达”

秋雨带寒，雾锁山峦。站在洛南县巡检
镇上庙村的水电文化广场上，环顾四周，沟道
里的玉米喜获丰收，大棚里的香菇爆满菌棒，
新修的通村公路蜿蜒着，沟梁坪坎里矗立着
一座座富有山区特色的民居。

四十出头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杜亚军高兴地指着面前的几道沟，向记者介
绍全村的产业发展情况。

上庙村下辖8个村民小组，面积20平方公
里，耕地 1550亩，山林 3.2万亩，属于典型的贫
困高寒山区。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10
户 427人。截至目前，已脱贫 108户 423人，贫

困发生率由 2015年的 32%下降到 0.39%。自
2016年中国水电十五局定点帮扶以来，按照

“两不愁三保障”的要求，因地制宜，大力发展
特色产业，有效激发了村民的脱贫“志”和增收

“智”，已于 2019年底实现整村脱贫，产业发展
实现了从“零敲碎打”到“兴旺发达”的蜕变。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产业发展环境

中国水电十五局驻村工作队队长杨录林
告诉记者，今年国庆期间，竟然有游客来上
庙村采摘香菇、购买蜂蜜和土鸡蛋，参观食
用菌产业基地。尽管人很少，但开了该村

“乡村游”的先河。
开展定点帮扶，摸清情况是关键。开展

帮扶工作以来，中国水电十五局先后 3次派
驻 4名扶贫干部，他们始终把产业扶贫当作
精准扶贫的抓手，始终把调查研究当作做好
帮扶工作的基础。经过深入调研发现，
2016 年以前，该村的特色产业比如白皮松、
中草药、香菇、黄花菜等的发展还处于个别
村民单干、零敲碎打的初级阶段，没有形成
规模和体系，“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基础薄
弱、产业发展能力微弱 ”是压在该村群众脱
贫致富头上的“三座大山”。 （下转第二版）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数百亿元

■第四届中国绿博会聚焦生态建设成果 为期一月

■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成交金额超1000亿元

■抗疫题材民族歌剧《天使日记》在武汉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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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当劳模，终身作贡献。”这是咸
阳市种植业劳模技术创新联合体全体劳
模成员的座右铭。该联合体是咸阳市总
工会于 2017 年 4 月组织成立，旨在强强
联手，共同探索助力脱贫攻坚之路。图
为联合体成员、咸阳市劳动模范张爱玲

喜摘“马栏红”苹果（资料图）。
张爱玲现任咸阳市旬邑县富硒农特

产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共签约贫困
户1300多户，吸纳农民工1600多人就业，
帮助贫困户增收61万元。

张翟西滨 摄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为纪念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经中央军
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拍摄了 6集
大型电视纪录片《为了和平》。该片从 10月 18
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 8点档黄金时段

播出，每天 2集。
该片共 6 集，分别为《正义担当》《殊死较

量》《血性迸发》《英雄赞歌》《万众一心》《伟大胜
利》，每集约 50分钟，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
抗美援朝战争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大 型 电 视 纪 录 片《 为 了 和 平 》播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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