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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发布

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 � 4月6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人类减
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白皮书分为前

言、正文、结束语、附录，共 3万余字。正文分为‘中国
共产党的庄严承诺’‘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
利’‘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为人类减贫探索新的路
径’‘携手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等五个部分。

在同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央宣传部副部
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麟表示：‘可以说，这部
白皮书是全景式反映中国减贫事业发展的重要史料
和文献。 ’

在‘为人类减贫探索新的路径’中，‘汇聚各方力
量形成强大合力’被写入。 白皮书强调：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 中国共产党依托严密组织体系和高效运行
机制，广泛有效动员和凝聚各方力量，构建政府、社
会、市场协同推进，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
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

■ 本报记者 王勇

白皮书显示，中共十八大以
来，经过 8 年持续奋斗，到 2020
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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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
艰巨任务。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
部长唐仁健表示，这个胜利是历
史性、全方位的。

一是脱贫群众生活水平显
著提升。 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从 2013 年的 6079
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2588 元，
翻了一番多， 年均增长 11.6%。
“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脱贫
群众吃穿不愁，义务教育阶段辍
学问题实现动态清零，脱贫人口
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
险和医疗救助，“看病难、 看病
贵” 问题有效解决，790 万户、
2568 万脱贫人口告别泥草房，住
上安全房，低保、特困救助供养、
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应保尽保。 特
殊困难群体福利水平持续提高，
2400 多万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拿
到了生活和护理补贴。

二是脱贫地区落后面貌根
本改变。 生活生产设施明显改
善，多年遇到的像行路难、吃水
难、用电难、通信难等问题得到
历史性解决。 新改建公路 110 万
公里，新增铁路里程 3.5 万公里，
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
通了硬化路、通了客车、通了邮
路，新增和改善农田有效灌溉面
积 8029 万亩， 农村地区基本实
现稳定可靠的供电服务全覆盖，
脱贫村通光纤和 4G 比例都超过
了 98%。 脱贫地区自来水普及率

提高到 83%，特别是新疆、甘肃
等长期干旱缺水地区告别了苦
咸水、涝坝水，老百姓都喝上了
清洁水、安全水。 每个脱贫县都
实现了产业从无到有，打造了一
批特色鲜明、带贫面广的主导产
业，全链条提升了产业可持续发
展能力，为下一步乡村产业振兴
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三是脱贫群众精神风貌焕然
一新。 脱贫攻坚不但在物质上硕
果累累， 在精神上也取得丰硕成
果， 唤醒了脱贫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提振了自强不息、勤劳致
富、创业争先的精气神。主人翁意
识显著提升， 脱贫致富的热情高
涨，户户都找到致富门路，村村也
建有致富产业， 形成了你追我赶
奔小康的浓厚氛围。 同时他们的
现代观念不断增强，市场意识、科
技意识、创新意识进一步提高，信
心更强、脑子更活、心气更足。 在
社会风气方面，孝亲敬老、邻里和
睦、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等文明新
风广泛弘扬， 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成为脱贫群众的新追求。

四是脱贫地区基层治理能力
明显增强。精准选派 300多万名第
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充实一线工作
力量，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抓党建促
脱贫中得到锻造，党群干群融为一
体，广大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的信念更加坚定。村民自治更加
有效， 坚持大家的事大家议大家
办，广大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
性主动性进一步增强。脱贫村集体
经济收入也大幅提升，现在平均每
个村都超过 12万元， 村级组织服
务群众的能力显著增强。脱贫地区
基层管理服务体系日趋完善，治理
更具活力，形成了社会和谐稳定发
展新气象。

� � 妇女在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扶贫车间内制作笤帚 （新华社
记者 彭源/摄）

这是 2020 年 7 月 15 日拍摄的江西省井冈山市神山村村民笑脸合集（拼版照片）（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

消除贫困是全球性难题。 各
国国情不同、所处发展阶段不同，
减贫标准、方式方法、路径手段也
不同。 白皮书强调，中国减贫立足
本国国情，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
减贫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
困理论。 中国在减贫实践中探索
形成的宝贵经验， 既属于中国也
属于世界， 拓展了人类反贫困思
路，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的路径。

中央农办副主任、国家乡村
振兴局局长王正谱表示，这些经
验总结归纳起来我认为有几条
可以为国际上所借鉴：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
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就是要使中
国的老百姓都要过上美好的生
活，过上好日子，这是我们中国
共产党的宗旨和使命。在脱贫攻
坚过程中， 全党上下齐心协力，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集中了各方
面的力量来推动人民真正的过
上好日子。 我认为，这是一条非
常重要的经验。

第二，要把减贫放在治国理
政的突出位置。中国共产党始终
把促进中国的社会共同富裕作
为目标，把消除贫困作为定国安
邦的重要任务，制定了一系列方
针政策， 在每一个五年规划当
中、 中长期规划当中都有所体
现。 从国家层面来一体部署，运
用国家的力量来推进，特别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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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加强顶
层设计，加大财政投入，广泛动
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了脱
贫攻坚的制度体系，为脱贫攻坚
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第三，用发展的办法来消除
贫困。 在脱贫攻坚中有一个说

法，就是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
的发展机遇，应该说发展在消除
贫困当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通过发展来解决我们的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不
断跃升， 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
升， 这是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的。
经济的发展，为我们减贫形成了
强大的带动效应，为大规模扶贫
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
有力的保障。

第四，立足实际、立足中国
国情来全面推进脱贫攻坚。科学
制定减贫标准、目标、方略，不断
创新减贫理念、方法、手段，循序
渐进，持续用力，滴水穿石。进入
新时代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了精准扶贫方略，扶贫路径由大
水漫灌转为了精准滴灌，资金的
使用方式更加集中，扶贫模式也
由“输血”变成了“造血”，考评体
系也由考评地区生产总值转为
了脱贫成效。 这些方法经验，都
是立足于我国国情，我想，其他

国家在减贫当中，这一条也是很
重要的经验， 因为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情况，一
定要立足于本国实际。

第五，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
作用。 也就是平时我们常说的，
要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因为
脱贫攻坚群众是主体。坚持扶贫
与扶智、扶志相结合，既要富口
袋，也要富脑袋，让贫困群众既
有脱贫攻坚的想法，更有脱贫攻
坚的办法， 通过政府的教育培
训，改进方式，建立激励机制，引
导贫困群众用自己的双手来改
变贫困落后面貌。

第六， 汇聚各方面力量，形
成强大的合力。这也是我们中国
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和
组织优势。刚才我讲到了东西部
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万企
帮万村，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无党派人士献智献力，全社
会都参与到脱贫攻坚这场伟大
的战役当中，形成了全社会关爱
贫困群众、关心减贫事业、投身
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和行动。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为人类减贫探索新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