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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1月 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致电阮富仲，祝贺他当选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欣悉你当选越南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总书记，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以我个
人名义，向你并通过你向越南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表示热烈祝贺。

越共十二大以来，在以阮富仲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
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带领越南人民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中取得一系列成就。越共十三
大成功召开，开启了越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我

相信，在以阮富仲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新一届越共中央领导
下，越南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将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中越两国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命运共同体。我十分珍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愿同阮富
仲总书记同志一道，加强战略沟通，弘扬传统友谊，深化
各领域交流合作，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引领中越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
更多福祉，为推动地区与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出积
极贡献。

衷心祝愿你在崇高的岗位上取得新的成就！

习近平致电祝贺阮富仲
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2月1日出版的第3期
《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全面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 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文章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
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必须更好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系高质量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幸福，关系国家对
外开放大局，关系国家安全。

文章指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不断发展，走出

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知识产权法规制度体系和
保护体系不断健全、保护力度不断加强，全社会尊
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明显提升，对激励创新、打
造品牌、规范市场秩序、扩大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
作用。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不足。

文章指出，当前，我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
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知识产权工作正在从
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我们必须从国家战略
高度和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出发，全面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促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激发全社

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第一，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顶层设计。第二，提高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法治化水平。第三，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
护。第四，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制机制改革。
第五，统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国际合作和竞争。第
六，维护知识产权领域国家安全。

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落实责任，强化知
识产权工作相关协调机制，重视知识产权人才队伍
建设，形成工作合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知识产
权意识，增强新形势下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本
领，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历
史方位，北京 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坐标
独特，世界瞩目。

申办和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
战略性部署。统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
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是展现国家形象、促进
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

历史节点，历史使命。这将是中国首次
举办冬奥会、冬残奥会，北京也将成为全球
首个举办夏季、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

距北京冬奥会还有一年多。纵观国内，
在习近平总书记“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
办奥理念指引下，冬奥筹办和疫情防控统筹
进行，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冬奥健儿为
全项目参赛积极备战，“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带动全民健康迈向全面小康，冬奥梦正
在汇入中国梦的时代洪流中；放眼国际，在
世界动荡变革之际，北京冬奥会将以全球共
通的体育语言和体育精神，为人类携手抗击
疫情照亮前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供最恰如其分的舞台。

历史节点 历史使命
2015年7月31日，马来西亚吉隆坡。
在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 2022年冬奥会

举办权归属前，习近平主席浑厚有力的声音
通过视频响彻会场：“中国人民期盼和等待
着这次机会。我相信，如果各位选择北京，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
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这是最坚定的支持，最庄严的承诺。
“北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话音刚落，

会场沸腾了，中国沸腾了！这将是14亿中国
人第一次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圣火。

国际奥委会委托的第三方公司调查显
示，北京申冬奥在中国国内拥有 90%以上的
支持率，而在两个举办地北京和张家口，民
意支持率分别高达 92%以上和 99%，在历届
冬奥申办城市中绝无仅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民心，谋
大局。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
华民族，在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上点燃冰雪运动
火炬的意义，绝不限于冬奥会本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举办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来之不易、意义重大，同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高度契合。”

历史惊人的巧合。2022年恰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迈进之时，北京冬奥会将凝聚更强大的民族自信，见证并助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又一段新征程。

冬奥梦交汇中国梦。冬奥竞技舞台具有凝心聚气的强大感召力。为国争光
的爱国主义、敢于争先的拼搏精神、扬我国威的民族自信，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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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头到城头，从土坯房到住宅楼，从边远地
区到和谐社区……“如果没有搬来安置小区，真不
知道我们家的生活可以这么好。”修水县黄沙镇汤
桥村脱贫户万继华难掩激动之情，2017年他举家搬
入姜家坳扶贫安置小区，告别了深山穷苦日子。

汤桥村位于幕阜山脉与九岭山脉之间，是“十
三五”省级贫困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59 户 230
人。“原来，我们一家六口挤在破旧的土坯房里，靠
种地和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日子过得紧巴巴，脱
贫致富想都不敢想。”万继华说，“扶贫搬迁帮我们

‘挪了窝’，住在这里很方便，卫生院、学校什么都
有，我终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在帮扶干部的帮助下，万继华加入了汤桥村碧
水菊花合作社，开始规模种植菊花。他笑着告诉记
者：“我不仅学到了菊花种植技术，还挣到了钱、有
了存款，现在，全家一年收入有6万多元。”

冬日暖阳下，溪水波光粼粼，一幢幢房屋整齐
划一，柏油道路干净整洁……如今的汤桥村，先后
有53户村民搬出深山，开启了新生活。

在修水县，像汤桥村村民一样通过易地搬迁过
上好日子的人还有很多。修水县是九江市唯一的
国家级贫困县，境内山地面积广，易发生地质灾害，
不少群众居住在深山之中，饱受行路难、就学难、就
医难、耕作难、增收难等困扰。“十三五”以来，该县
将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头等大事，锁定深
山区、库区、地质灾害区、生态保护区和水源涵养区
等 5类搬迁区域，实行县、乡、村三级梯度安置，共

建设易地搬迁安置点 141个，2953户 10844名建档
立卡贫困户顺利搬迁安置。全国扶贫搬迁工作交
流研讨会、全省扶贫和移民工作暨搬迁移民扶贫现
场推进会去年在该县相继召开。

近年来，以修水县为代表的九江市各县（市、
区）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聚焦偏
远贫困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等问题，全力推进易地搬
迁工作。目前，全市共有16595人乔迁新居。

近日，记者来到都昌县三汊港镇岭东社区石家
村小组，看见一栋栋精致的小洋楼错落有致，一条
溪水自村中蜿蜒而过，溪边绿草如茵，“小桥流水人
家”的画面在记者眼前真实呈现。不远处，500多亩
田地里，油茶树和芝麻高低相间，每当收获季节，都
是丰收一片。

石家村小组是都昌县历史悠久的村落，现有
502户2158人，其中贫困户43户176人。2019年以
来，石家村小组投入资金 880余万元，拆除危房旧
房、拓宽道路、治理污水、绿化环境、修建基础设施，
全面完善了村庄整治。同时，因地制宜，紧抓产业
扶贫，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贫困户）+市场”经
营模式，发展以油茶种植为主导的产业，每年可增
加村级集体收入十多万元。该村第一书记郑庆华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全村 43户贫困户全部
通过合作社参与分红，油茶收获后统一出售，贫困

户可获得 30%的收益，按股份分成，收益最多的一
户每年能有1万多元。”

石家村小组是九江市贫困村实现产业脱贫的缩
影。为了让“下山”的贫困群众“稳得住”“能致富”，
该市积极探索“百社联百村带千户”产业扶贫新路
子，发展“一乡一园”新格局，培育各类新型经营主体
4084个，扶持农业龙头企业229家；重点打造茶叶、
油茶、特色水产、休闲农业等四大特色扶贫主导产
业，全市贫困户直接参与种植业面积达34.25万亩，
参与的贫困户达16.4万人；建成扶贫车间206个，开
发公益性岗位1.8万余个；建成光伏扶贫电站装机规
模148.7兆瓦，辐射支持1.9万户贫困户。

脱贫攻坚，时不我待。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九江以前所未有的坚定姿态向贫困宣战，以脚
踏实地的坚韧步伐向小康迈进，精准识别、精准帮
扶、精准施策、精准退出，一系列帮扶措施落地生
根，贫困群众实现了从“愁吃愁穿”到“吃好穿暖”、
从“缺医少学”到“医学无忧”、从“要我脱贫”到“我
要脱贫”的转变，贫困地区实现了从“脏乱旧差”到

“生态宜居”、从“贫穷闭塞”到“打卡网红地”的跨
越。目前，该市国家级贫困县修水县、省级贫困县
都昌县均已脱贫退出，全市 347个贫困村（包括深
度贫困村24个）全部脱贫出列，26.13万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退出。

搬得出 稳得住 能致富
——九江26.13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退出

周亚婧 本报记者 刘小荣

脱贫攻坚答卷

本报讯 （记者郑荣林 实习生
毕婧）在极不平凡的2020年，江西经
济逆势进位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
卷，而投资则为稳增长发挥了定海
神针作用。1 月 29 日，记者从省发
改委获悉，2020年，我省固定资产投
资运行平稳，同比增长8.2%，增速较
全国平均水平高5.3个百分点，居全
国第5、中部第2位。

项目推进的快与慢、稳与进，决
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鄱阳湖
流域超历史大洪水，我省牢固树立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发展必须抓
项目”理念，扎实推进“项目建设提
速年”活动，以项目带投资、以投资
稳增长，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重要支撑。打开2020年江西投
资运行图，一条逆势而上的曲线跃
然眼前：年初受疫情影响，投资出现
负增长，一季度同比下降4.3%；在各
项投资政策拉动下，二季度起，全省
投资增速由负转正并逐季回升，上
半年增长5.8%，前三季度增长7.3%，
全年增长8.2%。

透过投资看民生，百姓红利越来
越多，全省民生领域投资增长21.9%，
其中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投资分别增长
27.3%、16.4%、25.3%、10.8%；透过项
目看动能，新兴产业投资带动作用增
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8.3%，电
子信息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生物和新医药产业、航空产业投资分
别增长16%、30.2%、27.6%、71.9%；透
过项目看潜力，重大项目支撑作用显
著，亿元以上在建项目个数及完成投
资分别增长17.1%、18.5%，亿元以上
新开工项目个数及完成投资分别增
长50.1%、89.7%。

重大项目是拉动区域经济发展
的重要引擎，是稳增长、调结构、惠
民生的重要支撑。2020年，我省纳
入省级层面调度的2957个省大中型
项目完成投资 10823.3亿元，占年度
计划139.6%，其中86个投资50亿元
以上项目完成投资 1906.2 亿元，占
年度计划 153.7%。从各地、各部门
情况看，宜春市、赣江新区直管区、
上饶市、赣州市、吉安市、萍乡市、九
江市、南昌市、新余市、鹰潭市、景德
镇市省大中型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
成率超过120%。

2020年我省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8.2%
增速居全国第5、中部第2位

新春走基层

1月28日，冬日的暖阳透过窗户，照进了
大余县新城镇分水坳村党群服务中心二楼
会议室。这里正在举行村党组织换届选举
党员大会。经过严格的选举程序，罗福奎不
负众望继续当选村党组织书记。

怀着紧张又激动的心情，罗福奎起身发
言：“衷心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这几年，我们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在这里，我向大家表态，我将继续做
好本职工作，带领新的村党组织班子砥砺前
行，为分水坳村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选优配强村党组织班子，切实提升党组
织战斗力，是分水坳村变得更好的根本保证。

分水坳村是“十三五”省级贫困村。
2016 年以来，在镇村两级干部群众的努力
下，在赣州市委政法委和大余县教育局的有
力帮扶下，全村78户251人全部脱贫，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分水坳村的变化，第一书记刘光辉很有
发言权。当天，记者在党群服务中心一楼看
到不少爱心物资。正在清点物资的刘光辉
告诉记者：“这些是我们筹集的。快过年了，
我们准备到脱贫户家里看一看，送去温暖和
祝福。同时，了解一下大家的新年打算，鼓
励他们再接再厉，靠自己的努力过上更好的
日子。”

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是刘光辉的使命
和责任。2016年 3月，刘光辉刚到任。县里
几名同事就给他打预防针：“你要做好打硬
仗的准备，村里基础不好。”果不其然，经过
深入走访调研，没有村集体经济、村基础设

施欠账多、村“两委”班子战斗力不强等现实
问题，摆在了刘光辉面前。

困难再大，也要迎难而上。说干就干，
先从发展集体经济入手。通过上级“输血”、
自主“造血”，采取资源开发、固定资产租赁
等方式，分水坳村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彻底甩掉了“空壳村”帽子。

来到位于该村的新城工业小区，一栋占
地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的标准
厂房引起记者注意。据悉，该标准厂房产权
归村集体所有，近期已成功出租，年租金可
达到14.4万元。

归村集体所有的还有位于石坑子村小
组的一座装机容量为400千伏的光伏扶贫电
站。该电站并网运行至今已产生发电收益
150多万元，年均收益 30多万元。“有了租金
和发电收益这两笔收入，村‘两委’就有钱办
事了。腰包鼓了，我们实现乡村振兴的信心
就更足了。”罗福奎满是憧憬。

在村里采访，村民赖禧友告诉记者：“如
今，村里道路硬化了，路好走多了。休闲娱
乐有去处，在家门口就能锻炼身体。环境卫
生也得到了整治，村容村貌大变样。有劳动
力的群众都不闲着，每个人都有事做，每个
人都想做事，奔小康的劲头很足。”

采访快结束时，车行至杨梅丘村小组，
80亩平整好的土地映入眼帘。刘光辉告诉
记者：“我们正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
80亩地就是近期平整好的，打算用来种植赤
松茸。新年要有新气象，新的一年里，我们
村将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多下功夫。”

“新年要有新气象”
本报记者 唐 燕

1月29日，春节临近，南昌市西湖区大市场西路，市民正
在选购灯笼、春联、中国结等新年饰品，置办年货，喜迎新春佳
节。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