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党中央的关怀激励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强大动力，
继续发扬孺子牛、
拓荒牛、
老黄牛精
神，
带头真抓实干，
奋力攻坚克难，
锐意开拓进取，
持续奋斗不息，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勇担新使
命，
在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彰显新作为，
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作出新探索，
为实施
“三高
四新”
战略、
建设现代化新湖南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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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最高礼仪迎接战贫英雄
我省出席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全体代表载誉归来

本报长沙讯 25 日下午，我省出席全国脱贫
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的全体代表搭乘航班载誉归
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达哲，省委副
书记、省长毛伟明同机抵达。省政协主席李微微
前往机场迎接。
省委副书记乌兰同机抵达。省领导黄兰香、
谢建辉、张剑飞、冯毅、张宏森、李殿勋、姚来英、王
成、吴桂英、刘莲玉前往机场迎接，副省长隋忠诚
同机抵达。
在 25 日上午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
大会上，我省 90 名先进个人 67 个集体受到国家表
彰，其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十
八洞村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在首
都机场登机前，许达哲、毛伟明会见了施金通、胡

拥军、罗建华、周志强等获奖代表，勉励大家珍惜
荣誉，把大会精神宣传好、落实好，在推动乡村振
兴中再接再厉、接续奋进。
飞机返程途中，许达哲、毛伟明起身走到黄诗
燕、王新法、唐乾、方璇、蒙汉、向纹、龙俊等脱贫攻
坚殉职人员的家属的座位前，与他们亲切握手，致
以诚挚的慰问。许达哲说，脱贫攻坚殉职人员的
付出和贡献彪炳史册，
我们一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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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干部群众为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建设现代
化新湖南勇立新功。
下午 5 时 55 分，飞机搭乘着战贫英雄们平稳
降落在黄花国际机场。机场举行民航界最高礼仪

级别的“过水门”仪式——飞机降落跑道后，缓缓
滑行通过“水拱门”，寓意“接风洗尘”，向代表们致
以敬意。
飞机停稳、舷梯放下，代表们意气风发走出
机舱。前来迎接的省领导与获奖代表们一一握
手，工作人员为代表们献上鲜花。隆重而简约的
欢迎仪式后，公安交警以最高规格护送代表们返
回驻地。
谈笑凯歌还，阔步再出发。代表们纷纷表
示，一定以获得荣誉为新的起点，把大会精神传
递到父老乡亲身边，融入到工作中去，鼓足干劲、
奋发进取，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谱写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中作出
新的更大成绩。
湖南日报记者冒蕞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新奋斗的起点

湖南90名先进个人67个集体受到表彰
在25日上午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
我省90名先进个人67个集体受到国家表
彰，
其中，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荣获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荣誉称号。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湖南）
李忠国 浏阳市达浒镇农民
罗 健 宁乡市黄材镇党委书记
王仁子 耒阳市长坪乡潭湖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
彭双娣（女）祁东县凤歧坪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朱超波 衡南县硫市镇新华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衡阳市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
段晓赛 衡山县委副书记
陈亮伟 祁东县启航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黄诗燕 生前为株洲市政协副主席（兼）、炎陵县
委书记
刘祖治
湖南万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华容（女）攸县渌田镇存养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攸县中医院客服部主任
殷 绘 株洲市渌口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
员、副主任
邓述东 湘潭县射埠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技术
人员
赵建成 湘乡市中沙镇和谐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湘乡市委“两新”
工委专职副书记
王跃龙 湘潭市雨湖区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雨湖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曹权文 邵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科
副科长
杨韶辉（瑶族） 新邵县委副书记
郭华满 新宁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肖 阳 洞口县月溪镇管竹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湖南省财政厅财政监督检查局一级主任科员
胡拥军 隆回县山界回族乡党委书记
潘文彬（瑶族） 洞口县大屋瑶族乡高峰村党支
部书记
石忠柏（侗族） 绥宁县红岩镇石家村党支部书记
杨淑亭（女，苗族） 湖南七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孙易 武冈市湾头桥镇泻油村党总支书记
肖欣（女） 武冈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
副主任
宋刘斌
新宁县水庙镇枧杆山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
长沙理工大学科学研究部副部长
张雄军 邵阳县塘渡口镇蔡山团村党总支书记
邓胜利
邵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
局长
李长征 平江县长寿镇党委副书记
胡建龙 湘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邵明艳 华容县章华镇话岗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华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
陈素辉 汨罗市川山坪镇玉池山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
郭碧勋 石门县委书记，二级巡视员
唐海平 津市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陈璐（女） 临澧县刻木山乡党委书记
陈志刚 安乡县大湖口镇安福村驻村工作队队
长兼第一书记，常德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一
级主任科员
王新法
生前为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名誉村长
王婷（女） 石门薛家共富有机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
程 漫（女，土家族） 张家界市永定区委副书记
唐 乾（土家族） 生前为慈利县通津铺镇泗虎
坪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慈利县审计局正科
级干部
胡 辉（土家族）
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党委书记
王传殊（土家族） 张家界市扶贫开发办公室规
划和督查科科长
陈灿平 安化县委原常委、县政府原副县长（挂
职），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李远胜 安化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驻村办主任
胡盛武 桃江县松木塘镇党委书记
郭正强 益阳市资阳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
记、主任
胡 鑫 安化县江南镇金田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益阳市委办公室调研科科长
肖 冰 宜章县黄沙镇新坌村驻村工作队原队
长兼第一书记，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卷烟
厂党委书记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湖南）

陈志东（女） 桂东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湖南
八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
何恒平（瑶族） 汝城县文明瑶族乡大源瑶族村驻村
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郴州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
唐华东 郴州市委组织部组织指导科科长，市驻
村办原副主任
邓庭云
郴州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
欧爱国 临武县南强镇两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方璇（女） 生前为桂东县青山乡副乡长
雷政林 蓝山县犁头瑶族乡犁头村驻村工作队
队长兼第一书记，
蓝山县教育局工作人员
唐渊明 祁阳县肖家镇黄石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产权及无
形资产交易部部长
陈 彬 祁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蒋军星 道县梅花镇修义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永州市委组织部组织指导科科长
周军华 新田县陶岭镇周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罗 刚 双牌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两新”工
委书记
成 正 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
进与失业保险科（扶贫办）科长
段贵建 永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陈丰收 永州市零陵区菱角塘镇党委书记
蒙 汉（侗族） 生前为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
溆浦县委书记
周秀芳（女）宁波市李惠利小学原教师（退休）
胡明发 沅陵县凉水井镇小枫溪村驻村工作队
队长兼第一书记，
沅陵县财政事务中心三级主任科员
谭泽勇（苗族） 麻阳苗族自治县谭家寨乡楠木桥
村党总支书记
张秀乾
新晃侗族自治县波洲镇长塘坪村党支
部书记
李小红（女） 湖南佳惠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潘文钊（侗族） 怀化市鹤城区黄岩旅游度假区大
坪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共青团怀化市委青
年发展部部长
李双凤（女） 洪江市沅河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
周志强 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罗武村驻村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湖南省统计局能源处处长
李艳芳（女） 中方县新建镇党委副书记
龙秋香（女，
侗族） 会同县马鞍镇政务（便民）服
务中心主任、扶贫工作站站长
肖竹林 怀化市水利局农村水利水电科科长
谌孙武 怀化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陈梦林（女）新化县维山乡水口村党总支书记
谭朝延 双峰县青树坪镇光辉村驻村工作队队
长兼第一书记，双峰县商务粮食局市场建设管理办公
室工作人员
姜泗元（女）冷水江市泗元家庭农场场长
曾尔辉（女）涟源市荷塘镇党委书记
李雄武 娄底万乐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安全（土家族） 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村片区
党支部书记
金 敏（土家族） 保靖县吕洞山镇党委书记
张向阳（苗族） 龙山县里耶镇云顶村驻村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烟草公司
多元化办公室主任
邓和平（女，
苗族） 吉首市乾州街道关侯村驻村
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吉首市档案馆副科级干部
向 纹 生前为花垣县补抽乡米沟村驻村工作队
队长兼第一书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强制隔离戒
毒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宋友强（苗族） 古丈县坪坝镇党委书记
杨俊勇（土家族） 泸溪县浦市镇党委书记
龙清泉（苗族） 花垣五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玉芳（女，
土家族）永顺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
龙 俊 （土家族） 生前为保靖县毛沟镇阳坪村
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中国农业银行保靖县支
行综合管理部助理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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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脱贫攻坚常态化联点督查组
湖南广播电视台
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信贷管理部
湖南建工集团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长沙市望城区扶贫开发事务中心
长沙县对口帮扶领导小组办公室
长沙市雨花区对口帮扶桑植县、龙山县石牌镇精准扶贫工作小组
衡东县教育局
中共常宁市塔山瑶族乡委员会
衡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株洲市社会扶贫联合会
醴陵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湘乡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韶山市韶山乡韶阳村村委会
邵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邵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隆回县三阁司镇中洲村党支部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驻新邵县坪上镇小河村帮扶工作队
绥宁县湖南贵太太茶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共新邵县委员会
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驻邵阳县黄亭市镇油斯村帮扶工作队
岳阳市社会救助局
岳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平江县梅仙镇三里村党支部
常德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澧县农业农村局
中共桃源县黄石镇委员会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界市永定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索溪峪街道工作委员会
慈利县发展和改革局
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合群村党支部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驻安化县帮扶工作队
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驻安化县江南镇茅坪村帮扶工作队
益阳市赫山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南县中鱼口镇中富村村委会
中共宜章县委员会
汝城县文明瑶族乡人民政府
安仁县金紫仙镇源田村村委会
资兴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驻汝城县长洞瑶族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
江永县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宁远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东安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永州市冷水滩区牛角坝镇麦子园村党支部
湖南省民政厅驻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勾蓝瑶村帮扶工作队
溆浦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沅陵县交通运输局
中共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辰溪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驻修溪镇椒坪溪村帮扶工作队
芷江侗族自治县三道坑镇五郎溪村党总支
中共怀化市委统战部驻通道侗族自治县大高坪苗族乡黄柏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太阳坪乡委员会
怀化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中国光大集团驻湖南省新化县帮扶工作队
娄底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双峰县发展和改革局
涟源市民政局
长沙市对口帮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帮扶工作队
中共凤凰县委员会
泸溪县兴隆场镇甘田坪村党支部
中共保靖县比耳镇委员会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驻永顺县芙蓉镇科皮村帮扶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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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扶贫干部
爬过最高的山
走过最险的路
去过最偏远的村寨
住过最穷的人家
哪里有需要
他们就战斗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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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24 日上午，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许达哲在北京与我省出席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的全体代表座
谈，勉励大家把党中央的关怀激励转化为
做好本职工作的强大动力，继续发扬孺子
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以获得荣誉为新
起点，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
乡 村 振 兴 再 立 新 功 。 省 委 副 书 记 、省 长
毛伟明出席。
省委副书记乌兰、副省长隋忠诚出席。
座谈会上，我省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先进集体的代表先后发言，简要报
告各自投身脱贫攻坚所做的工作，分享了
自己在战贫事业中的切身感受、经验体会，
畅述参加大会的激动心情。
“这些年大家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很不容易，每个人都了不起！”许达哲说，决
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是一场伟大战
役，书写了人类脱贫史上的伟大奇迹。湖
南同全国一样，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切实
扛起精准扶贫首倡地的政治责任，坚定不
移走精准特色可持续的路子，以决战决胜
之势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全省所有贫困
县、贫困村、贫困人口已全部摘帽出列，贫
困地区整体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贫
困群众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许达哲说，在八年的持续奋战中，广大
干部群众付出了艰辛努力和巨大心血，今
天在座各位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大家怀
着高度的责任心、强烈的使命感和对困难
群众的鱼水深情，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初心
使命，展现了改革创新、开拓进取的时代精
神，扶贫济困、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以实
干实绩向党和人民交出了合格答卷。对大
家为脱贫攻坚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崇高敬
意，对大家所取得的荣誉表示衷心祝贺。
许达哲指出，这次大家获得国家级表
彰并作为代表来参会很不容易，既是一项
重大荣誉，也是一项沉甸甸的责任。以党
中央的名义对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进行表彰，并召开这次高规格的总结表
彰大会，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脱贫攻坚一
线同志的关心厚爱。获得一次全国先进不
容易、一辈子保持先进更不容易，希望大家
以获得荣誉为新起点，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再立新功。脱
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
于脱贫攻坚。要把党中央的关怀激励转化
为做好本职工作的强大动力，继续发扬孺
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带头真抓实干，
奋力攻坚克难，锐意开拓进取，持续奋斗不
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勇担新使命，在
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彰显新作为，在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作出新探索，为
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建设现代化新湖南
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湖南日报记者冒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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