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地方动态

贵州：
全省性行业协会学习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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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各地巩固脱贫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新起点，千年梦想今朝圆

“小康”一词，蕴含着中华
民族千百年来对安定幸福生活
的不变向往。

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的云南省会泽县， 如今崛
起了一座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
城，高楼林立，农贸市场、学校、
医院等一应俱全，8 万余人在此
开启了新生活。

7月 1日， 会泽新城如同节
日，从社区服务中心、活动广场到
扶贫车间， 人们聆听着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心情振奋。

“我们街道有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人口 3.1 万余人， 接下
来， 我们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
念，全面写好易地扶贫搬迁‘后
半篇’文章。 ”会泽县以礼街道
办事处主任柳廷朝说。

云南会泽新城是中国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 拥抱
新生活、新变化的幸福笑脸，写
满神州大地。

新疆阿克苏市依干其乡巴
格其村， 凭借毗邻城区的优势
发展乡村旅游，2020 年全村人
均收入突破 2 万元。

在甘肃定西市临洮县，当地
推行农资直供、测土配方施肥等
服务， 大大节省了农户成本，贫
瘠的土地源源“献宝”……

新征程，扬帆起航再出发

脱贫只是第一步， 更好日

子在后头。
雨后，空气清新。 在黑龙江

省宝清县宝清镇双泉村的食用
菌基地， 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木
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村民们对未来信心满怀。

“给农业一点特色，让百姓
的日子更有起色。 ”当地食用菌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鞠秀芹
说，2018 年以来， 靠着种灵芝、
栽木耳、发展赤松茸，合作社共
带动 400 多户贫困户脱贫，每
户每年增收 3000 元至 8000
元， 今年计划帮更多脱贫户获
得稳定收入。

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
了全面胜利，“三农” 工作重心
正向乡村振兴发生历史性转
移，“十四五” 规划纲要明确实
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和
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
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
……我国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
愈加完善。

当前， 各地纷纷弘扬脱贫
攻坚精神，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的底线， 在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上出实招， 在乡村振
兴上开新局。

2020 年初，四川省在 53 个
县（市、区）开展建立解决相对
贫困长效机制试点。 今年 4 月，
四川聚焦农村低收入群体、低
保边缘户和脱贫户， 全面开展
易返贫致贫户风险清零行动。

云南明确了国家和省级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及时下达中
央专项资金 80.14 亿元，下达省

级专项资金 29.94 亿元，新增发
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 8亿元。

……
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的中国乡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新奋斗，咬定青山不放松

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
要讲话让各地投身乡村振兴的
党员干部心潮澎湃、斗志昂扬，
纷纷表示坚定信心跟党走、为
乡村振兴事业贡献光和热。

今年 6月，作为四川省向乡
村选派的 2099名科技特派员之
一，已经干过一轮驻村扶贫的西
南医科大学副教授夏纪毅再次
请缨，回到大凉山昭觉县。 过去
3 年，他带领村民建成了 250 多
亩高海拔黄芩种植基地，直接带
动近 600名贫困人口脱贫。

“未来，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的嘱托，在乡村振兴战场上，继
续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乡
村， 让群众的小康之路走得更
稳。 ”夏纪毅说。

梦在前方，路在脚下。 各地
健全完善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
队、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
会帮扶等制度， 以咬定青山不
放松之势，打好、打赢疫情防控
和乡村振兴两场战役。

云南继续实施 290 个省级
单位包乡驻村，抓示范引领，新
派 2.5 万名工作队员驻村；黑龙
江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
定， 坚持和完善驻村第一书记
和工作队等制度……

“在新的征程上，我将继续
立足乡村振兴，发展特色产业，
解决好百姓的急、难、愁、盼问
题， 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而努力。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黑龙江省绥棱县靠山乡靠山村
原第一书记陈华说。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 各地
干部群众正意气风发、 斗志昂
扬地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 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奋力前行！

（据新华社）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
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持续奋斗，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
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
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

庄严的宣告响彻大江南北。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
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各地干部群众紧握乡村振兴‘接力
棒’，满怀信心开启新征程。

4 月 27 日，搬迁群众在云南会泽县道成公司蔬菜大棚里劳作（新华社记者 王冠森/摄）

7 月 7 日下午， 贵州省社
会组织管理局在省民政厅召开
全省性行业协会学习会议。 会
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九个必须”的根本要
求， 结合行业协会工作实际抓
好落实，为实现百姓富、生态美
的多彩贵州新未来作出贡献。
要认真学习， 准确把握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内涵，
继续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吸取前
进的力量， 以党建引领推动社
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一要划红线守规矩。 行业
协会要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经常对表对标党中央精神，牢
记“国之大者”，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二要抓
自律强保障。 行业协会要抓组
织规范、抓队伍素质、抓建章立

制、抓服务发展，在民主管理水
平、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取得明
显提升， 在激发社会组织党员
职工干事争先创优热情和社会
组织党组织战斗堡垒、 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发挥上取得明显提
高，实现党建强、服务强，提升
社会组织服务质量， 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推动行业协会高质量
发展。三要谋大局求发展。发展
是解决贵州一切问题的基础和
关键。行业协会要按照“以高质
量发展统揽全局”的总要求，要
在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大数据、
大生态战略行动中找到发展方
向，围绕“四新”促“四化”，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以更高的标
准和更加自觉的行动， 奋力推
进行业协会高质量发展。

（据贵州省社会组织管理局）

福建：
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座谈会召开

近日， 福建省民政厅召开
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座谈
会，10 余家 4A、5A 级全省性社
会组织参会。

会议指出， 实施乡村振兴
是个系统工程， 社会组织助力
乡村振兴要主动参与、 积极作
为，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助
力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和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要积极发挥作用，突出在助力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和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产业、人才、生态、社会
治理等重点方向上发力；三要严
格参与标准， 提升助力巩固拓
展脱贫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规范化运作层次。

福建省乡村振兴局对口协
作处相关同志在会上重点介绍
了全省乡村振兴工作布局，提
出了社会组织在助力乡村振兴
中的重点领域， 强调要聚焦全
省 38 个乡村振兴重点县及老
区苏区村发力。

福建省乡村振兴研究会作
了主旨发言， 福建省乡村振兴
促进会、福建省中小企业商会、
福建省公安民警英烈基金会等
10余家社会组织围绕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
振兴进行深入交流发言，进一步
明晰了社会组织立足自身优势
参与乡村振兴的思路举措。

（据福建省民政厅）

广州：
第八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发布确定资助项目

近日， 由广州市社会组织
管理局、 中共广州市社会组织
委员会主办的第八届广州市社
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发布了确
定资助项目的通知， 今年共有
125 个项目入选并获得由市福
利彩票公益金提供的 1450 万
元公益创投资金资助， 支持社
会组织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围绕
关爱特殊群体办实事、 回应群
众关切办实事、 推进平安建设
办实事、 实施乡村振兴办实事
四个方面提供为老服务、 助残
服务、青少年服务、救助帮困服
务以及其他有利于有助于宣扬
公益理念、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的公益服务。

本届公益创投活动于今年
4 月份正式启动，经宣传发动、
项目征集、专家评审、核查公示
等程序， 共择优确定了 125 个
公益创投项目， 包括为老服务

类 49 个、助残服务类 17 个、青
少年服务类 20 个、救助帮困类
9 个、其他公益类 30 个。

据了解， 本届活动结合民
政部《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专项行动方案 （2021 -2023
年）》和《广东省培育发展社区
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
2023 年）》的工作安排，特别投
入 300 万元创投资金重点对有
助于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在创新社区
治理、 促进社会公益理念传播
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公益项目予
以资助， 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在
党史学习教育中为社区群众办
实事、解难题、送温暖、传党恩，
更好服务困难群体， 回应基层
需求， 促进提升社区社会组织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中提
升工作能力，做出工作成效。

（据羊城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