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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雅萍 刘小宇） 2
月 25 日，市三届人大八次会议举行第四

次全体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大会

胜利闭幕。市委书记李正印出席并讲

话。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刘

振国主持会议。

市领导张广勇、张稳科出席会议并

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执行主席任凯、孙晋军、李俊

平、卫成印、郭卫民、刘凯、张振明、刘雁

斌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会 议 应 出 席 代 表 374 人 ，出 席 329
人，缺席 45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吕梁市人民政

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吕梁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关于吕梁

市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的决议、关于吕梁市 2020 年全市和市本

级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1年全市和市本级

预算的决议、关于吕梁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吕梁

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

吕梁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李正印代表中共吕梁市委对会议的

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指出，这是一

次团结民主、风清气正的大会，是一次击

鼓催征、矢志奋进的大会。

李正印指出，“十三五”期间，在吕梁

发 展 史 上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义 。 2017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吕梁视察，给予全

市人民极大鼓舞和激励。在党中央的亲

切关怀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委团结

带领全市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吕梁

彻底甩掉了绝对贫困的帽子，多项主要

经济指标总量位居全省前列，市区环境

空气质量跃居全省第一，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取得重大成果，法治吕梁、平安吕梁

建设纵深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

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吕梁发展站在了

全新的起点上。

李正印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

第一年，也是我市“十四五”转型出雏型

开局之年。所有工作都要围绕开好局、

起好步来展开。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树

牢“四个意识”，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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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昱） 2月 25日

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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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向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

者颁奖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大会还对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先进集体进

行表彰，我市陈林强、曹建平、冯海虎、

李翠叶、薛波、郑云平、李烽峰、周向

烽、韩剑锋、连李生、赵汐、徐赐明、孟

保奎 13 名先进个人和吕梁市脱贫攻

坚领导小组、中共石楼县龙交乡委员

会、吕梁市泰化石油有限公司、岚县

“森生财”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

山西省水利厅驻兴县驻村工作队、山

西省农业农村厅驻临县驻村工作队、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吕梁市分行 7个先

进集体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表彰。

通过 8 年的精准扶贫，5 年的脱

贫攻坚，我市 10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1439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59 万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解决绝对

贫困问题。“吕梁战役”“吕梁模式”

“吕梁品牌”“吕梁路径”走在全国全

省前列，“三大品牌”叫响全国，生态

扶贫在全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

会上受到总书记肯定，光伏扶贫在全

省推进会上作经验交流，“吕梁山护

工”走向全国、走出国门，在央视《新

闻调查》专题报道。易地扶贫搬迁、

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等一

批重点工作走在全省、全国前列，谱

写了伟大的脱贫攻坚吕梁篇章。在

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中，涌现出了许

多无私奉献、开拓创新、克难攻坚的

先进个人和集体。

“我衷心感谢各位代表的厚爱，衷

心感谢全市人民的信任。能够当选吕

梁市长，继续为老区人民服务，我感到

十分荣幸、无上荣光，同时也感到重任

在肩、使命艰巨。”2月 25日,市三届人大

八次会议闭幕后，新当选的市人民政府

市长张广勇接受了记者采访，表达了他

勇担使命的态度和决心。

张广勇说：“吕梁是一片红色的土

地，更是一片充满活力的土地。我将把

大家的厚爱与信任转化为干事创业的

动力，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

的有力监督下，继续保持对党的绝对忠

诚，继续保持担当作为的精神状态，继

续保持人民至上的为民情怀，继续保持

勤政廉洁的政治本色。”

谈到下一阶段如何做好政府工作，

张广勇表示，将聚焦“六新突破”，打造“九大

基地”，建设“五个吕梁”，忠诚履职、夙夜在

公，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把自己的身心全部

融入到这块红色的土地，把自己的心血与

汗水倾洒到这块红色的土地，团结带领市

政府一班人，同心同向、同频共振，奋力打造

吕梁发展新优势， 出吕梁发展新路子，

实现吕梁发展新蓝图，倾我所有、尽我所

能，绝不辜负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

以实际行动回报人民期盼，以优异成绩兑

现庄严承诺，以担当作为践行初心使命！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2月25日，市

三届人大八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李

正印、刘振国、任凯、张欣宁、田安平、卫

成印、郭卫民、刘凯、高凤、马德茂在主

席台前排就座。市领导张广勇、张稳

科、乔晓峰、周昌盛出席会议并在主席

台就座。李正印主持会议。

市领导任忠、孙晋军、李俊平、杨巨

才、刘晋萍、任磊、李真、高永安、王阳平、

张振明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在主会场参

加会议的还有杨泽民、郭鸿、张耀峰、梁

斌、权威。在分会场出席会议的市领导

有赵沂 、梁志勇、张建国、李双会。

大 会 应 到 代 表 374 人 ，实 到 代 表

329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总监票人、监

票人和总计票人名单（草案）。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选举张广勇同志为吕梁市

人民政府市长。选举张振明同志为吕

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随后，大会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新

当选的市长张广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张振明依次向宪法庄严宣誓。

我市13名个人7个集体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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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全文见 2 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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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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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梁市三届人大八次会议胜利闭幕
李正印讲话 张广勇任凯出席 刘振国主持

图为吕梁市三届人大八次会议闭幕会场。 记者 薛志雄 摄

张广勇，男，汉族，1968年 3月生，

河南安阳人（出生于山西洪洞），1994
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 8月

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公共管理硕士

学位。现任吕梁市委副书记、市长，市

政府党组书记。

1986.09--1990.07 山西大学中

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1990.08--1994.10 临汾地委秘

书处信息科科员

1994.10--1998.06 洪洞县左木

乡乡长助理、党委副书记（挂职）

1998.06--1999.11 临汾地委秘

书处综合科副科长

1999.11--2001.08 临汾地委秘

书处主任科员

2001.08--2003.10 翼城县副县

长（公开选拔）

2003.10--2006.06 临汾市委副

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

2006.06--2007.05 安泽县委副

书记、代县长

2007.05--2008.07 安泽县委副

书记、县长

2008.07--2009.05 省环保局副

局长、党组成员（公选试用期一年）

2009.05--2013.03 省环境保护

厅副厅长、党组成员（试用期满，经省

委常委会议 2009年 8月 14日研究正式

任职）（期间:2010.03--2011.01在新加

坡 南 洋 理 工 大 学 学 习 ； 2012.03--
2012.09挂职任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

2013.03--2015.03 省政府副秘

书长、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

2015.03--2017.08 吕梁市委常

委、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2017.08--2019.01 吕梁市委副

书记、宣传部长，市委党校校长

2019.01--2019.09 吕梁市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

2019.09--2020.08 吕梁市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一级巡视员，市委

党校校长

2020.08--2021.02 吕梁市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一级巡视员，市委

党校校长，市法学会党组书记、会长

2021.02-- 吕梁市委副

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21 年 2 月 25 日吕梁市第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当选为吕梁

市人民政府市长。

（第1号）
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1年 2月 25日选举张广勇为吕梁市人民政府市长。

现予公告

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主席团
2021年2月25日

市三届人大八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李正印主持会议 张广勇当选市人民政府市长 刘振国出席

张广勇同志简历

牢记初心使命 矢志担当作为
——访新当选的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广勇

□ 本报记者 刘子璇

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公告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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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奋斗开新局 昂首阔步新征程
——热烈祝贺市“两会”胜利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