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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 2月 25 日电（记者
周慧敏）记者 25日从博鳌亚洲论坛
秘书处获悉，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
年会定于4月18日至21日在海南博
鳌举行，主题为“世界大变局：共襄
全球治理盛举 合奏一带一路强音”。

在这一主题下，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将设置六大板块议题，

包括“解读中国”“把握世界变局”
“一带一路合作”“拥抱产业变革”
“与新技术共舞”和“共享发展”，希
望通过深入探讨，为后疫情时代的
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凝聚更多共
识，注入更多动力。

2021 年适逢博鳌亚洲论坛成立
20周年。20年来，论坛始终致力于

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与世界共同发
展。

博鳌亚洲论坛 2021年年会将以
线下会议为主。同时考虑到疫情防
控需要以及国际旅行限制短期内难
以解除，年会也将部分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形式，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
提下为参会嘉宾提供更多便利。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
将于4月举行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2 月
24 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包
洪 文 主 持 召 开 七 届 市 政 府 第
112 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教育
部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召开的部
省会商暨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
建设工作推进会会议内容以及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实施办法，审议并通过一批议
题。

会议审议通过的《三亚市人
民政府森林禁火令（草 案）》提

出，自每年 12 月 1 日起至翌年 5
月 31 日，三亚市所有林区，包含
自然保护区、风景区、森林公园
及距离林地边缘 100 米范围内
禁火。禁火期间，禁火区域禁止
携带火源、火种、易燃易爆物品，
禁止吸烟、野炊、烧烤、玩火、明
火照明等一切野外用火。会议
要求，要严格落实禁火令，尤其
抓好元宵和清明等节日森林防
火工作，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森
林防火责任和意识，加大打击失

火违法犯罪的力度，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

会议审议的《全域统筹珊瑚
礁生态补偿“三亚模式”》是三亚
制度集成创新案例。该案例在
海洋珊瑚礁资源生态补偿领域，
创新建立生态损失全额补偿制
度、生态修复方案审查管理制
度，实施信用分级分类联合监
管，以及创设生态修复责任政府
兜底制度，构建了“三亚模式”，
打造完整的、跨部门联动的生态

补偿机制，促使用海企业“主动”
履行生态修复职责。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三亚市
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若干规定（草
案）》《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
<三亚市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
实施意见>等 60 件行政规范性
文件的决定》等议题。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刘钊军、谭萍、何世刚、周

俊、吴海峰、吴清江、花兴参加会
议。

包洪文主持召开七届市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

三亚实行森林禁火令 严格加强野外火源管控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向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主持 汪洋宣读表彰决定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新华社北京 2 月 25 日电 全国脱
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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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等
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
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
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
利，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
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
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
册的人间奇迹！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
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
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习近平强调，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
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脱贫攻
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
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
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脱
贫攻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

中国人民意志品质、中华民族精神的
生动写照，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
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充分彰显，赓续
传承了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全
党全国全社会都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
精神，团结一心，英勇奋斗，坚决战胜
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不断
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的更大的胜利。

李克强主持大会，汪洋宣读表彰决
定，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
岐山出席。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
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全国脱贫攻
坚总结表彰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
熠生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10 面
红旗分列两侧。二楼眺台悬挂标语：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10时 30 分，大会开始。解放军军
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起立
高唱国歌。

汪洋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的决
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激励先
进，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脱
贫攻坚精神，充分激发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干事创业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
感，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推进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中央、国务院
决定，授予毛相林等 10 名同志，河北
省塞罕坝机械林场等 10个集体“全国
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
声中，习近平为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
誉称号获得者一一颁授奖章、证书、奖
牌，并向他们表示祝贺。全场响起一
阵阵热烈的掌声。

汪洋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表彰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
体的决定》。

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

代表颁奖。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

重要讲话。
习近平首先代表党中央，向受到表

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的
祝贺。向为脱贫攻坚作出贡献的各级
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农村广大
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驻村第
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志愿者，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以
及社会各界致以崇高的敬意。向积极
参与和支持脱贫攻坚的香港特别行政
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
胞以及海外侨胞，向关心和帮助中国
减贫事业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外国
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指出，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
疾。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
的一件大事。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
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中国
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把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
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创

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进行了长期艰辛奋
斗。新中国成立后，党团结带领人民
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组织人民
自力更生、发愤图强、重整山河，为摆
脱贫困、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坚实基
础。改革开放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
实施了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
开发，着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着
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了前所未有
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
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
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8年来，党和人
民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发扬钉钉子精
神，敢于啃硬骨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
贫中之贫、坚中之坚，脱贫攻坚取得了
重大历史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任务作出了关键性贡献；脱贫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大踏步赶上来，整体面貌
发生历史性巨变；脱贫群众精神风貌

焕然一新，增添了自立自强的信心勇
气；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农村
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创造了减贫治
理的中国样本，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
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表示，时代造就英雄，伟大
来自平凡。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数百
万扶贫干部倾力奉献、苦干实干，同贫
困群众想在一起、过在一起、干在一
起，将最美的年华无私奉献给了脱贫
事业，涌现出许多感人肺腑的先进事
迹。在脱贫攻坚斗争中，1800 多名同
志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
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脱
贫攻坚殉职人员的付出和贡献彪炳史
册，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
忘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爱每
一位牺牲者亲属，大力宣传脱贫攻坚
英模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广
大干部群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
披坚执锐、勇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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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设
国家乡村振兴局

2 月 25 日 16 时，北京市朝阳区太
阳宫北街1号，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正
式挂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
公室”牌子此前已经摘下。

作为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立于 1986 年 5月
16 日，当时称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
发领导小组，1993年 12月 28日改用现
名。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既是我
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标
志，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奔向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 （人民）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获得者、那受村驻村第一书记杨小锋：

脱贫不是终点
而是为百姓谋幸福的起点 4版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三亚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向楷模学习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再立新功 3版

三亚“十三五”期间
教育总体水平极大提升

5版

三亚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吴萍：

努力办好
让三亚人民满意的教育

以思想破冰引领自贸港发展以思想破冰引领自贸港发展··建设者说建设者说

2 月 25 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会前，习近平等会见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荣誉称号获得者，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代表，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个人获得者和因公牺牲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亲属代表等，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2 月 25 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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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