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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我国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
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
线任务，组织开展了气壮山河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攻克了
一个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新时代的中
国，正在合力描绘更加美好的时代画卷。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金秋时节，太行山深处的河北阜平一派丰收景象。
成熟的果子挂满枝头，果农们采摘、装箱、搬运上车，脸

上洋溢着增收的喜悦。
村里建起一座座崭新民居，水泥路四通八达，群山之间

一排排蘑菇大棚鳞次栉比。
10 年间，阜平变了个模样。
阜平是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地方扶贫考察的首

站。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没有农村的
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脱贫攻坚战在
新时代中国大地上打响———

习近平总书记以不停歇的脚步丈量着贫困角落，从塞北
高原到乌蒙山区，从秦岭腹地到湘西大山，从南疆绿洲到林
海雪原……走遍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考察调研了 20 多
个贫困村。

脱贫攻坚的每个重要节点和重大关头，习近平总书记都
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召开 7 次脱贫攻坚座谈会，
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脱贫攻坚工作。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下， 全国 22 个省区市向党中央
立下“军令状”，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的工作格
局：25 万多个驻村工作队，300 多万名县级以上单位派出的
驻村干部，做到户户有责任人，村村有帮扶队。

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东部 9 个省、14 个市结对帮扶中
西部 14 个省区市，全国支援西藏和新疆，东部 343 个经济较
发达县市区与中西部 573 个贫困县开展携手奔小康行动；党
和国家集中力量解决贫困群众基本民生需求，优先保障脱贫

攻坚资金投入：2012 年到 2020 年，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
计投入 1.6 万亿元，扶贫再贷款累计发放 6688 亿元。

8 年艰苦卓绝，8 年攻坚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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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 年 2 月 25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
表彰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

“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

刚过去的暑假，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
八洞村村民杨正邦每天都很忙。

“暑假是旅游旺季，平均一天要招待 400 多个客人，毛收
入 2000 元。 ”

10 年间，全村形成了旅游、山泉水、劳务、种养、苗绣五
个产业，去年人均收入 20167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268 万元，
实现从深度贫困村到小康示范村寨的“华丽转身”。

2013 年 11 月 3 日，正是在十八洞村，习近平总书记首次
提出“精准扶贫”概念。 他说，“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
法，贫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么、养什么、从
哪里增收想明白，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扶贫工作作出一系列
重要论述，创造性地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推动
了扶贫减贫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这是史无前例的精准到人，明确“帮扶谁”：8 年时间，近
2000 万人次进村入户， 开展贫困人口动态管理和信息采集
工作。

这是举世罕见的精准组织，明确“谁来帮”：25 万多个驻
村工作队，300 多万名县级以上单位派出的驻村干部， 做到
户户有责任人，村村有帮扶队。

这是实事求是的精准施策，明确“怎么帮”：根据不同致
贫原因实施“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因地制宜、因人施策。

这是审慎科学的精准评估，明确“如何退”：明确“时间
表”，引入第三方，聚焦内生力和发展力……创新构建最严格
考核评估体系，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化为各地
各部门扎实深入的实践，最终如期成功兑现庄严承诺，实现

历史跨越，取得举世瞩目减贫成就———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贫困地区自来水普及率从 2015 年的 70%提高到 2020 年的
83%，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贫困地区发展步伐显著加快，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基础
设施建设突飞猛进，社会事业长足进步，行路难、吃水难、用
电难、通信难、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许多乡村，实现特色产业
“从无到有”的历史跨越。 全国 72%的贫困户与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建立利益联结关系，70%以上的贫困户接受了生产指导
和技术培训；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事实充分证明，精准扶贫是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开发式扶贫方针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
的鲜明特征。 ”

无论是雪域高原、戈壁沙漠，还是悬崖绝壁、大石山区，
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了每一个角落，人们的命运因此而改
变，人们的梦想因此而实现。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

秋日中午，车辆行驶在通往化屋村的旅游公路上，目光
所及一派生机：路两旁多彩的花卉，远处一些低缓的山丘上
正在平场施工，老乡刚从地里干完活儿收工回家……

“脱贫了还不能歇脚，在面向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中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贵州黔西市新仁乡党委副书记、化屋村党
支部书记许蕾说， 化屋村目前面临发展空间受限等挑战，打
算以成立联村党委的形式，与其相邻的村“抱团”发展。

脱贫之后，乡村如何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2021 年 2 月 3 日，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毕

节市黔西县新仁苗族乡化屋村考察调研，殷切嘱托当地干部
群众：“要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希
望乡亲们继续努力奋斗，把乡村产业发展得更好，把乡村建
设得更美。 ”

早在 2020 年 3 月 6 日召开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后的乡村发展擘画方
向，“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摘帽不是
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

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向着新的胜利进发。
政策保障日趋完善———
在西海固，一株株葡萄藤在贺兰山下破土，一朵朵小蘑

菇在宁夏大地上绽放，肉牛养殖形成产业链条……山海情不
断，福建和宁夏接续共同携手书写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

对脱贫县设立五年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主要帮扶政
策保持稳定并不断完善，要“扶上马、送一程”。

各地保持政策的连续和稳定，坚持和完善驻村第一书记
和工作队等制度。 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 18.6 万名驻村第一
书记、56.3 万名工作队员全部选派到位，新老交接有序推进。

中央确定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强化政策倾
斜，加强监测评估。 今年前 8 个月，农发行向 160 个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投放贷款 443.49 亿元， 同比多投放 125.64
亿元，增加 39.5%。

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

路。 脱贫地区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 99%，大电网覆盖范围内
脱贫村通动力电比例达到 100%，脱贫村通光纤和 4G 比例均
超过 98%。

脱贫地区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水
平大力提升，实现贫困人口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弱有所扶，发展基础更实、后劲更足。

精神面貌愈发昂扬———
既富“口袋”也富了“脑袋”。脱贫群众的精神世界在脱贫

攻坚中得到充实和升华，信心更坚、脑子更活、心气更足，发
生了从内而外的深刻改变。

脱贫地区文明程度显著提升，艰苦奋斗、苦干实干、用自
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的精神在广大脱贫地区蔚然成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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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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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勠力同心，继续前进。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

众志成城、团结奋进，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彪 炳 史 册 的 人 间 奇 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成就举世瞩目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黄垚

家园靓了 群众笑了

（上接一版）哈中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的高水平。 我们将共同签署联合声
明， 表明双方坚定致力于开辟哈中关
系新的黄金 30 年，这在当前动荡复杂
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相
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必将成为哈中关系
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为哈中
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的
内涵和动力。 哈方将继续坚定奉行一
个中国政策， 做任何情况下中国都可
以依赖的好伙伴、好朋友。 明年是习近
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10 周年，
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引擎， 哈方将继
续积极支持和参与。 感谢中方为哈方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建设提供宝
贵支持， 哈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发展战

略对接，密切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
基础设施、能源、制造业、科技、旅游、
人文等各领域合作。 哈方愿同中方一
道， 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
倡议，在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中国+
中亚五国”等框架内密切协调和配合，
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促进共同发
展。

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 《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建交 30
周年联合声明》，宣布为中哈构建世代
友好、高度互信、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目标和愿景而努力。

两国有关部门签署经贸、 互联互
通、金融、水利、新闻媒体等领域多项
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决定，将在西安、
阿克托别互设总领事馆。

会谈后， 习近平出席托卡耶夫举
行的欢迎宴会，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
入交换意见。

宴会结束后， 习近平结束对哈萨
克斯坦共和国的国事访问， 乘专机离
开努尔苏丹赴撒马尔罕。 托卡耶夫率
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托卡耶夫表示， 习近平主席此访
虽然短暂，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 我
们达成很多重要共识， 将指引哈中关
系发展到更高水平。 习近平指出，我这
次访问是中哈关系新的起点， 相信在
双方共同努力下， 未来中哈关系将取
得更大发展。 两国元首约定，将通过多
种方式继续保持密切交往。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有关活动。

（上接一版）来往人员混乱拥挤，群众
对此颇有怨言。 为了彻底消除市场乱
象，市、区市场监管局积极组织开展常
态化经营大整治大提升行动， 对出店
占道经营、卫生不达标、价格不明晰等
问题进行重点整治， 坚决取缔活禽宰
杀点， 同时就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应知
应会知识等进行宣传， 市场环境整治
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兴安菜市场做了 30 余年生意
的李先生感慨 ：“以往菜市场人车拥
挤、杂乱无章、味道难闻 ，现在商户经
营、人流车流井然有序，大家看到环境
变好了，更愿意来这里买菜，我的生意
也比以前火爆了。 ”

文明城市既要建好，更要管好。 为

避免创文工作陷入“整治反弹、又整治
又反弹”的怪圈，兴安社区积极争取各
方力量开展常态化监管， 利用社区网
格化管理架构，把工作任务落实到岗、
到人，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发挥群众
力量参与创文， 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
良好局面。

在兴安社区创文干部看来， 创文
工作绝不是为了拿“牌子”，而是以此
为抓手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
问题 ，全面改善城市面貌 ，提升群众
生活水平。 兴安社区党支部书记刘静
表示 ，下一步 ，兴安社区将继续对标
对表，一方面及时完成社区环境卫生
治理 、人文环境宣传 、社区平安建设
等各类工作，一方面持续加大宣传力

度， 大幅提升群众创文知晓率和参与
率 ， 同时加强与帮扶部门的沟通协
调，合理解决群众关切的重点难点问
题， 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满意度和幸
福感。

傍晚时分，兴安小区 12 号楼下的
居民健身小广场又开始热闹起来，三
三两两的老人组团锻炼身体， 结束了
一天学习任务的孩子们互相追逐嬉
戏，玩得不亦乐乎。

“过去广场没有硬化，大家出行晴
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很少有这样热
闹的时候。 ”谈起创文带来的变化，71
岁的社区居民吕福成由衷称赞，“创文
为我们消除了很多安全隐患， 现在楼
道里没有乱堆乱放的垃圾了， 夜晚出
行也有明亮的路灯， 路面上的坑坑洼
洼也都变得平平整整。 感谢创文让我
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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