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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马兴帆

�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举行吹风会介绍中国共产党尊重保障人权的理念和实践
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 � 6月24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共产党尊重
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白皮书，系统阐释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年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就。
白皮书显示，10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

了巨大的人权成就。 一是创造了人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业
绩。二是构建起了人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理念。三是开辟了
人类人权文明的新天地。

同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吹风会，介绍中国共产党尊
重保障人权的理念和实践有关情况。 中国人权研究会秘书长、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鲁广锦在吹风会上表示：‘我们常说，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同样道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人权事业今天的成就。 当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中国的人权保障必将达到
新高度，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

《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白皮书发布

100 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人权成就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
执政理念

白皮书明确，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
旨。中国共产党奉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执政为民，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将尊
重和保障人权贯穿于执政和自
身建设之中。

1997 年召开的中共十五
大，首次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
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
人权”写入大会报告之中。 2002
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重申“尊
重和保障人权”，并将“人民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
重和保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等内容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目标之中。 2007 年召开的中
共十七大，将“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
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写入大会
报告，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正
式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
党从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出发，更加注重健全尊重和保障
人权的体制机制。 2012 年，中共
十八大将“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
保障”写入大会报告，并提升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2014 年，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强调“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增强
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
明确提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和
重点领域立法，依法保障公民权
利， 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
会公平、 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
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
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
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
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公民权
利保障法治化。 2015 年，中共十
八届五中全会明确，“人权得到

切实保障”是整个“十三五”期间
法治建设的一个主要目标。

2017 年， 中共十九大报告
明确，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共
十九大报告绘就了中国人权事
业的美好蓝图： 从 2020 年到
2035 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基础上，人民平等参与、平等
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 在基本
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中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基本实现，中国人民将享
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加强人
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
广泛权利和自由。 2019 年，中共
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增进人民
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
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
质要求。 2020 年，中共十九届五
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将“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权
事业全面发展”等作为中国发展
的更高目标。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
国家发展规划

白皮书显示， 从 1953 年到
2021 年， 中国已制定了十四个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
划），对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环
境等方面发展作出安排。

根据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
建议，2021 年 3 月召开的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 具体提出了未来五年
及十五年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等各方面建设的目标、任
务、方针、措施。 其中强调，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新发展理
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
同富裕方向， 维护人民根本利
益， 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增进人民福祉，不断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发展
思想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尊重和
保障人权精神。

保障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
利，特别是工作权利、基本生活
水准权利、社会保障权利、健康
权利、受教育权利、文化权利、环
境权利、财产权利等，关系到每
个人的生存发展。国家制定各项
事业发展纲要、规划、计划等，不
断推进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仅过
去十年，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就制
定并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
纲要（2011－2020 年）》《“健康中
国 2030” 规划纲要》《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纲要》《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
要》《“十三五” 促进民族地区和
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中国
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
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国
残疾人事业“十三五”发展纲要》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等几十个涉及多领域的保
障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政策文
件。国家还就保障公民权利与政
治权利，特别是保障公民的人身
权利、 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宗
教信仰自由、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监督权等，制定了一系列保障
性制度和措施。

中国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倡
议，自 2009 年以来，已制定实施
3 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成为世
界上为数不多的连续制定人权
行动计划的国家。 目前，第 4 期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
年）》的制定工作也已展开。中国
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已实现与

国家发展规划的对接和统一。

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存权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保障人
民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
本人权，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
善民生，以发展促人权，努力推
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

白皮书显示，经过长期不懈奋
斗，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翻身解放到
解决温饱、 从基本小康到全面小
康，并正在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

贫困是实现人权的最大障
碍。中国持续开展以农村扶贫开
发为中心的减贫行动。中共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作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战略部署， 明确目标任务，
汇聚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打响
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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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在减贫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不仅改写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史，也创造了世界人权保障新奇
迹，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显
著缩小了世界贫困人口的版图，
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 70%。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1952年、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
值分别为 679亿元、3679亿元，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 119 元、
385元。 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
值达 1015986亿元， 突破 100万
亿元大关，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72000元， 连续两年超过 1 万美
元。 1956年和 1978年，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98 元和
171元，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
88元和 151元。 2020年，全国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189 元，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 21210元。

生命健康权保障水平大幅
提升。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卫生

事业的公益属性，持续深入推进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共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强调“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没有全
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作出
实施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
2019 年， 中国居民平均预期寿
命从 1949 年的 35 岁提高到
77.3 岁，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分
别下降到 17.8/10 万和 5.6‰，主
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
入国家平均水平。妇女儿童生命
健康权保障水平大幅提升，被世
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
效的 10 个国家之一。

2020 年年初以来在全球范
围内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百
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大
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世界是
一次严重危机和严峻考验。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 中国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把保障人的生命安全
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开展新中国
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医疗支援
行动， 调动全国医疗资源和力
量，全力支持湖北省和武汉市医
疗救治。 自 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3 月 8 日，全国共调集 346 支国
家医疗队、4.26 万名医务人员、
900 多名公共卫生人员驰援湖
北。19 个省份以对口支援、以省包
市的方式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以
外的 16个地市。 采取积极、科学、
灵活的救治策略，慎终如始、全力
以赴救治每一位患者， 从出生仅
30个小时的婴儿至 100多岁的老
人， 不计代价抢救每一位患者的
生命。 实施患者免费救治，及时预
拨疫情防控资金， 确保患者不因
费用问题影响就医， 确保各地不
因资金问题影响医疗救治和疫情
防控。 一些危重症患者治疗费用
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全部由
国家承担。 对本轮新冠肺炎疫苗
接种实施全民免费， 在受种者知
情自愿同意的前提下，疫苗及接
种费用由医保基金负担，财政对
医保基金给予补助。

（王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