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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 ， 中华民族迎来又一个历史时

刻———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从党的建立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推进改革开放，一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
命，紧紧依靠人民，攻坚克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
奇迹。

“
百年梦圆照此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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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砥砺奋进。 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接续奋斗，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
大胜利。

千年梦想，百年梦圆，书写
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铸
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朽
丰碑。

不负使命的历史担当———
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确保如期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踏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

2012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这里作出“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一定能实现”的郑重宣示。

上海，兴业路老石库门。 今
年 6 月 3 日，中共一大纪念馆开
馆，建党时期珍贵文物得以集中
展示。

2017 年 10 月， 党的十九大
闭幕不久， 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前
往一大会址，向全党发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号召。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我们党
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
的一切斗争、 作出的一切牺牲，
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

小康，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
懈追求的梦想。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与
人民甘苦与共，以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为根本宗旨。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
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
设“三步走”战略构想。 经过全党
全国人民共同奋斗，解决人民温
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
康水平两个目标提前实现。

布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
的十六大、十七大接连作出战略
部署。

2012 年 11 月， 党的十八大
明确提出“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定性阶段”。

立足发展全局， 明确
历史方位———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彰显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强烈的历史担当。

“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
庄严承诺。 ”习近平总书记把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放在中国梦的
大格局中加以谋划和布局。

8 年多时间，3000 多个日夜，
倒计时一刻不停。

2014 年 12 月 9 日召开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就指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还有 6 年时间”。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 ：
“从现在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期。 ”

从“决定性阶段”到“决胜
期”，这个时跨本世纪头 20 年的
奋斗历程到了一鼓作气向终点
冲刺的历史时刻。

“时间不等人！ 历史不等
人！ ”“我们必须同时间赛跑、同
历史并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是我
们对人民立下的军令状，必须全
力以赴去实现。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小康社
会，如何建成小康社会？ 习近平
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
刻回答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
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全面小康的实现标准上，
总书记要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现代化建设
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

在全面小康的覆盖面上，总
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覆
盖的领域要全面”“覆盖的人口
要全面”“覆盖的区域要全面”；

在全面小康与经济发展的
关系上，总书记指出“进入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不是新
一轮大干快上”“不是一个‘数字
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
实实在在的目标”“要考虑更长
远时期的发展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我
国经济社会新发展和广大人民
群众新期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

着眼补齐短板， 作出
系统部署———

“‘十三五’规划作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必须紧
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
的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 ”

2015年 10月，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在作
“十三五”规划建议说明时强调。

面对全面小康目标，既有农
村贫困人口脱贫这一突出短板，
也有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
护、民生保障等方面存在的一些
明显短板。

“如果到 2020 年我们在总量
和速度上完成了目标，但发展不

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更
加严重，短板更加突出，就算不
上真正实现了目标，即使最后宣
布实现了，也无法得到人民群众
和国际社会认可。 ”习近平总书
记谆谆告诫。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 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导
向，落实新发展理念贯穿“十三
五”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
署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到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 从党的十九大提出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
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部署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针对补短板、强弱项，一系
列重大部署推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事业不断前进。

强化党的领导， 提供
有力保障———

2014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福建考察调研，提出“协调推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一个月后，总书记来到江苏
考察时，在“三个全面”基础上增
加“全面从严治党”。

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引领地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强化全面从严治党的
根本保证。

实现全面小康，关键在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坚

强有力， 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
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
福安康。 ”

五级书记抓扶贫，向脱贫攻
坚主战场选派驻村工作队、第一
书记和驻村干部；面对突如其来
的严重疫情， 党中央统揽全局、
果断决策，第一时间实施集中统
一领导；在财经、网络和信息化、
国家安全等事关全面小康的关
键领域，建立党领导的协调机制
……我们党不断提高领导发展
的能力和水平，确保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100 万
亿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1
万美元，形成世界最大规模中等
收入群体；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建
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
系，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 13
亿人，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 10
亿人……

春华秋实，不负耕耘。 社会
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
立于世界东方。

攻坚克难的伟大实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集中力量坚
决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让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惠及全体人民。

河南南阳，丹江口水库。 今
年“七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里，专题调研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建设运行和库区移民安置
等情况。

在淅川县九重镇邹庄村，习
近平总书记走进移民户邹新曾
家。 通过种田、务工和电商直播，
这家的日子红红火火。

总书记接过土坯房老照片
端详：“移民之后， 乡亲们 10 年
收入提高了 3.6 倍， 这是我们欣
慰的地方。 ”

听了总书记的话，邹新曾有些
激动：“共产党好，都是为着人民。 ”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我
们党的一百年多不容易、多么艰
难，但有一条，这个党建起来就
是为了老百姓。 人民就是江山。
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
什么？ 就是守人民的心啊。 ”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出发点
和最终落脚点是人民幸福。

“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实现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另一边
还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扶贫标
准线以下。 ”习近平总书记把脱
贫攻坚看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

以革命老区阜平为起点，50
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 14 个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 先后 7 次主持
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习
近平总书记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
理政的突出位置， 亲自挂帅、亲
自出征、亲自督战。

做到“六个精准”，实施“五
个一批”，解决扶持谁、谁来扶、
怎么扶、如何退问题，实现“两不
愁三保障”， 实行扶贫和扶志扶
智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
脱贫攻坚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
论述和重大部署，推动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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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河北阜平县平阳村手工业扶贫车间工作（新华社记者 王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