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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为 成效显著

高进孝同志退休以来始终以饱满
的精神状态积极投身党的事业和社会
公益活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2004年至2005年参加对县区开展

“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督导工作，
担任第六督导组组长，坚持深入实
际，帮助当地解决了许多困难和问
题，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充分肯
定。他还担任市老年学会会长，积极
倡导、大力开展老年学术调研活动，学

会在省市乃至全国性的一些期刊上发
表论文、调研报告160多篇。他主编
出版《老龄问题论文选》一书，发行
2000余册；主编《老年学简讯》会刊，
出版82期。撰写多篇学术论文，其中
有两篇被中国老年学会评为全国优秀
论文，两篇在全国性期刊《老龄问题研
究》上发表。

经过深入调研后，他向市委、市政
府提出《关于推广府谷县经验，建立新

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议》，被市
委、市政府采纳，对全市城乡养老保险
工作的全面启动和市政府《榆林市城
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的出
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退休后
三次被省委老干局、省老龄办、省老年
学会联名表彰奖励，被授予“陕西省老
年学术研究突出贡献奖”。2010年被
中国老年学会评为“全国学会工作先
进个人”。

高进孝，男，
1939年7月生，
陕西靖边人，中
共党员，原榆林
地区纪委副市级
调研员。

申文怀同志1945年参加革命，
1994年离休后，笔耕不辍，花了十多
年时间编写了《中国通史要略》，深受
广大读者的好评。近年来，又在编写
《中国名人录》，底稿已成型。

他不忘革命初心，乐于播撒爱
心。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第一时间
支持在疾控中心工作的儿子前往灾

区支援赈灾。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他大年初四就筹集好1万元资
金，准备支援湖北，多方打听捐款渠
道未果后，最后经老干部门联系红
十字会上门，圆了他捐款抗击疫情
的真诚愿望。

他常说：“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
书记的正确领导下，国家富强，人民

富裕，我也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现在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这些都
是党和政府给的。吃水不忘挖井
人！现在国家有困难，我作为一名党
员、一位离休老干部，应尽一个党员
和老干部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共同帮
助国家渡过难关。因为我们应该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

不忘初心 播撒爱心

申文怀，男，
1931 年 2 月生，
陕西米脂人，中共
党员，榆林市应急
管理局离休干部。

在榆林解放巷，经常能看到一位
手提公文包的老同志走在上下班的
路上，步伐矫健，他就是邵胜凯同志，
退休后，担任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
席。在老体协的领导岗位上，他紧紧
围绕全市工作大局，全力服务老年人
健身，为榆林老年体育事业做出了新
的贡献。

老体协属于社会团体，是为老年
人体育健身提供服务的组织。为了
老体事业高质量发展，他高度重视老
体协基层组织建设，亲自到县区调

研，与主要领导共同研究组织网络建
设。截至2019年 10月底全市基层
乡镇、街道办、社区的老体协组织达
228个，各种老年体育健身活动组织
（站、点）4643个，基本形成三级组织
网络，有社会体育指导员1126名。

他主动作为，积极争取市上领导
和涉老单位支持，协调各方为老体工
作创造有利环境，有效解决工作经
费、场地、器械等困难，先后争取活动
经费300多万元。他全力组织全市
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亲自担任代表

团团长，带领260多名老年运动员参
加全省第三届老年人体育大会，15
个比赛项目获得8个项目的优胜奖，
团体荣获优秀组织奖（全省共两
个），18名运动员获得个人单项名
次，代表团总成绩名列全省第四
名。他带领全市各级老体协认真落
实《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和《健康中
国2030规划纲要》，结合实际安排
部署老年体育比赛展演活动215场
（次），可动员 1.5 万多名老年人参
加，受到广泛好评。

老当益壮 发展老体事业

邵胜凯，男，
1955年 12月生，
陕西横山人，中共
党员，榆林市人大
常委会原副主任。

2019年度榆林市“五好”老干部先进事迹选编（一）
五好老干部党员 五好老干部

中 共 榆 林 市 委 组 织 部
中共榆林市委老干部局

党性修养好 思想作风好
群众威信好 党员作用好 服务社会好
政治素质好 社会威望好
顾全大局好 引老范老好 奉献社会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尊重老干部就是尊重党的
光荣历史，爱护老干部就
是爱护党的宝贵财富，学
习老干部就是学习党的优
良传统和作风，重视发挥
老干部作用就是重视党的
重要政治资源。

随着科技进步、社会
发展，不少老同志“离岗不
离党、退休不褪色”，依然
活跃在各行各业，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积极提供思
想、政治和经验支持，仍然
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不可
或缺的重要力量。

市委组织部、市委老
干部局持续深化“双五”创
建活动，培树一批又一批
的“五好”老干部（党员），
加强宣传，引导保持老骥
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
态和进取精神，继续为党
和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
同时，把老同志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事
迹整理编印出来，号召全
市广大老同志及中老年人
学习“五好”老干部（党
员）、争当“五好”老干部
（党员），积极为全市转型
升级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
和力量。

11月下旬的云南怒江大峡谷，微
风和煦、天气宜人。怒江州维拉坝珠海
社区傈僳族脱贫户胡文华这几天心情
很好——他参加完当地政府组织的培
训后领到了挖掘机驾照，马上就要去附
近的工地务工了，每月能挣5000元。

这里地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
区，山大沟深，人们一直以来苦于穷
困。胡文华一家两年前从山上搬到山
下，告别了昏暗低矮的木楞房。搬下山
的他还娶了媳妇。如今，有了新技能的
胡文华正在把自己的小康梦变成现实。

胡文华是我国开展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的受益者之一。“十三五”期间，全
国有近千万名贫困群众通过易地扶贫
搬迁挪了穷窝、断了穷根。

脱贫攻坚战已胜利在望，站在即将
迈入“十四五”时期新的历史起点，如何
让刚刚摆脱绝对贫困境地的人们继续
过上更好的日子？近日公布的《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指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保持脱
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多措并举巩固脱
贫成果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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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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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固脱贫成效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基
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副主任曹立认为，《建议》明确了巩固脱贫
成效的举措，要求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
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保持财政投入力度
总体稳定，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是各
地干部接续乡村振兴的行动指南。

为何要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专家认为，我国
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还有差

距，农村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仍存在短
板，西部地区脱贫县内生发展能力不足
等问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
研究所研究员夏英说，尽管我国即将全
面完成脱贫任务、消除绝对贫困，但脱
贫的部分群众还是低收入群体，这些地
区仍是欠发达地区，需要持续巩固脱贫
成效。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日前表示，在
脱贫摘帽地区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大力发展乡村产业，不断夯实发展基础，

增强脱贫群众发展能力，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全面推进乡村产
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五大振兴。

“巩固脱贫成效需要加强产业发
展，这既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能力的重
要手段，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曹
立认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可及时在西
部地区脱贫县中选拔一批乡村振兴重
点县进行集中支持，从顶层设计、制度
衔接、项目安排等方面给予倾斜，以增
强其巩固脱贫成果及内生发展能力，以
便其从摘掉穷帽平稳过渡到奔向小康。

专家同时认为，要坚持和完善东西

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社会力量参与帮扶
等机制，按照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精准
选派干部，精准安排项目。并有效盘活
现有扶贫资产，发挥扶贫产业项目优
势，激活西部脱贫地区的“造血”能力。

国务院扶贫办已确定，将设立过渡
期，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的总体稳定；建
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采取有效
举措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全面
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从攻坚期的
超常规举措向常态帮扶转变，积极探索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向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目标继续前进

——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看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杨静 戴小河

11月4日，广东佛山顺德区黄龙村村民在消费扶贫商店选购特色农产品。 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

（上接第一版）
丁薛祥参加会见，孙春兰参加会见并在会上宣读

表彰决定，黄坤明参加会见并主持大会。
大会为受表彰代表颁奖。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文明单位代表，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文明
校园代表，新一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
进代表分别在大会上发言。

习近平会见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表彰大会代表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国愿同亚太各方一道，共创共

享亚太和平繁荣美好未来，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
标不断迈进。

会议由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主持。会议主题为
“激发人民潜能，共享强韧、繁荣未来”。与会各经济体
领导人围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2020年后亚太经合
组织合作愿景深入交换看法，达成积极共识。

领导人表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各方应该求
同而不是立异，加强团结，深化疫苗合作，便利人员流
动和物资流通，尽快战胜危机，实现经济复苏增长。秉
持平等伙伴、共同责任、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亚太经
合组织精神，加强贸易投资、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领
域合作，深化互联互通。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维护
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营造自由、开放、公平、非歧
视、透明和可预测的贸易投资环境。推进区域经济一
体化和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致力于2040年建成开
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

会议通过了《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
愿景》，发表了《2020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吉隆坡
宣言》。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议。

国办通报表扬国务院第七次
大督查发现的典型经验做法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为进一步激励各地区
各部门主动作为、狠抓落实，推动形成开拓创新、比学
赶超的生动局面，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通报，对国务
院第七次大督查发现的43项典型经验做法给予表扬。

通报指出，为进一步推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国务院
部署开展了第七次大督查。从督查情况看，各有关地
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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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迎难而上、担当作为，统
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着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