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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志愿服务重要指示精神

8 月 23 日，民政部在京召开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
愿服务重要指示精神座谈会，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指
示精神，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
施。 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黄树
贤出席会议并讲话。

黄树贤指出，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心和重视
志愿服务事业， 将志愿服务事业
纳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作出了
一系列重要部署。 特别是今年 1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
对志愿服务作出重要指示； 今年
7 月在致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第
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贺信中，再
次对志愿服务作出重要指示。 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揭示了志愿
服务的时代精神、时代内涵，深刻
阐明了志愿服务在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中的地位作用， 指明了新时

代志愿服务的使命任务， 明确了
推进新时代志愿服务发展的具体
要求， 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志
愿服务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
指引和强大思想动力， 是做好新
时代志愿服务工作的根本遵循，
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广大志愿
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
者牢记初心使命、锐意改革创新，
在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新篇章。

黄树贤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志愿服务的系列重要指示，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具体体现和生动反映，
要自觉运用指导新时代志愿服务
发展实践： 一是推动志愿服务在
为民服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激励
引导人民群众自觉践行为人民服
务的理念追求，聚焦脱贫攻坚，聚
焦特殊群体，在服务他人、奉献社
会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 二是
推动志愿服务在促进社会文明进
步中发挥积极作用， 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

同和行为习惯， 动员引导人们多
做好事实事， 以实际行动促进社
会进步； 三是推动志愿服务在社
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动员和
引导全体社会成员通过志愿服务
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服务城市发
展和乡村振兴， 实现政府治理和
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四
是推动志愿服务在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的伟

大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 动员引
导人民群众自觉服从服务党和国
家中心工作和重大发展战略，为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
献力量。

黄树贤强调，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志愿服务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
引， 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
增强做好新时代志愿服务工作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奋勇担当、
主动作为， 在学习宣传贯彻、加
强政治引领、推进志愿服务制度
建设、 搭建志愿服务活动平台、
激活群众参与热情、发展民政领
域志愿服务上下工夫，积极破解
志愿服务事业发展难题，努力开
创新时代志愿服务事业新局面。

座谈会由民政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王爱文主持。 天津市和平
区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王永华、
上海徐汇区凌云绿主妇环境保护
指导中心尚艳华、 北京市西城区
西长安街街道市民中心田鹏，中
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中国文联文
艺志愿服务中心、 广东省广州市
民政局、中共天津市和平区区委、
安徽省民政厅负责同志先后畅谈
了学习体会，交流了经验做法。志
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
作者和地方党委政府、 民政部门
代表， 民政部志愿者队伍建设领
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了会议。 （据民政部网站）

� �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五”， 对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在脱贫攻坚方面
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总结。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党中
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减贫扶贫，
出台实施了一系列中长期扶贫
规划，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
贫再到精准扶贫，探索出一条符
合中国国情的农村扶贫开发道
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
坚实基础。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
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 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农
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区域性整
体减贫成效明显，贫困群众生活
水平大幅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
显改善，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重
大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
重要贡献。

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我
国针对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确
立以贫困地区为重点， 实施有计
划有针对性的扶贫开发政策，先
后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
两个为期 10年的“中国农村扶贫
开发纲要”，农村贫困程度进一步
减轻，贫困人口继续大幅减少。

以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
2012 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
9899 万人，比 1985 年末减少 5.6
亿多人，下降了 85.0%；农村贫困
发生率下降到 10.2%，比 1985 年
末下降了 68.1 个百分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实施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全面打响了
脱贫攻坚战， 扶贫工作取得了决
定性进展。按现行农村贫困标准，
2013-2018 年我国农村减贫人数
分别为 1650 万人、1232 万人、
1442万人、1240万人、1289万人、
1386 万人，每年减贫人数均保持
在 1000万以上。 六年来，农村已
累计减贫 8239 万人， 年均减贫
1373 万人，六年累计减贫幅度达
到 83.2%， 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
2012 年末的 10.2%下降到 2018
年末的 1.7%， 其中，10 个省份的
农村贫困发生率已降至 1.0%以
下， 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
困问题有望得到历史性解决。

区域扶贫力度持续加大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各地区
社会经济不断发展， 民生逐步改
善。 受自然、 历史等诸多因素影
响，我国贫困具有区域性特征，中
西部地区整体性贫困相对突出。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我国聚焦贫
困区域，实施减贫战略，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加大对贫
困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政策
力度，推进东西部地区协作扶贫，
区域性整体减贫成效明显。

从东中西地区看，东部地区
已基本率先脱贫，中西部地区农
村贫困人口明显减少。

2018 年末，东部地区农村贫
困人口 147 万人，比 2012 年末减
少 1220 万人， 六年累计下降
89.2%； 农村贫困发生率由 2012
年末的 3.9%下降到 2018 年末的
0.4%，累计下降 3.5 个百分点，已
基本率先实现脱贫。

中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由
2012 年末的 3446 万人减少到

2018 年末的 597 万人，累计减少
2849 万人，下降幅度为 82.7%；农
村贫困发生率由 2012 年末的
10.5%下降到 2018 年末的 1.8%，
累计下降 8.7 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由
2012 年末的 5086 万人减少到
2018 年末的 916 万人，累计减少
4170 万人，下降幅度为 82.0%；农
村贫困发生率由 2012 年末的
17.6%下降到 2018 年末的 3.2%，
累计下降 14.4 个百分点。

分贫困区域看， 贫困地区、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民族八省区减贫
成效明显。

2018年末， 贫困地区农村贫
困人口 1115万人，比 2012年末减
少了 4924 万人， 六年累计减少
81.5%， 减贫规模占全国农村减贫
总规模的 59.8%； 农村贫困发生率
从 2012年末的 23.2%下降至 2018
年末的 4.2%， 六年累计下降 19.0
个百分点，年均下降 3.2个百分点。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
困人口 935 万人，比 2012 年末减
少 4132 万人， 六年累计减少
81.5%； 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2012
年末的 24.4%下降至 2018 年末
的 4.5%， 累计下降 19.9 个百分
点，年均下降 3.3 个百分点。

592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农村贫困人口 915 万人，比
2012年末减少 4190万人，六年累
计减少 82.1%；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2012 年末的 24.4%下降到 2018
年末的 4.3%，累计下降 20.1 个百
分点，年均下降 3.4个百分点。

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
602 万人，比 2012 年末减少 2519
万人，六年累计减少 80.7%；农村
贫 困 发 生 率 从 2012 年 末 的

21.1%下降至 2018 年末的 4.0%，
累计下降 17.1 个百分点，年均下
降 2.8 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居民
生活困苦， 收入消费水平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收入消
费进入快速增长期，2012 年全国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
分别比 1978 年实际增长了 11.5
倍和 9.3 倍。党的十八大以来，农
村居民收入消费继续保持较快
增长，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居民
收入消费实现快速增长，与全国
农村平均水平差距缩小，贫困人
口发展能力持续提升。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实
现快速增长。 2018 年，贫困地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371
元，是 2012 年的 1.99 倍，年均增
长 12.1%；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
际增长 10.0%， 比全国农村平均
增速快 2.3 个百分点。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
平不断提升。 2018 年贫困地区农
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8956 元，
与 2012 年 相 比 ， 年 均 增 长
11.4%，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
增长 9.3%。

为世界减贫做出卓绝贡献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通
过加快建设， 深化改革和大规模
扶贫开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成
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加速了世界减贫进程， 为全球减
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是我国减贫速度明显快

于全球。 世界银行发布数据显
示， 按照每人每天 1.9 美元的国
际贫困标准 ， 从 1981 年末到
2015 年末，我国贫困发生率累计
下降了 87.6 个百分点，年均下降
2.6 个百分点， 同期全球贫困发
生率累计下降 32.2 个百分点，年
均下降 0.9 个百分点， 我国减贫
速度明显快于全球，贫困发生率
也大大低于全球。

二是为全球减贫提供中国
经验。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
以政府为主导的有计划有组织
的扶贫开发，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精准脱贫方略的实施，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为全球减
贫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世界银行 2018 年发布的《中国
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称“中国
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
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17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时发贺信
盛赞中国减贫方略，称“精准减
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
标的唯一途径。 中国已实现数亿
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
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三是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
作， 为世界减贫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在实现自身减贫的同时也
努力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减贫。
截至 2015 年 10 月， 中国共向
166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
4000 亿元人民币援助， 派遣 60
多万援助人员， 积极向 69 个国
家提供医疗援助， 并先后为 120
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联合国千
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 积极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让国际减贫合
作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扶贫开发持续强力推进 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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