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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

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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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减贫有多难

大山入云，层峦叠嶂，一个个小山村在

云雾中时隐时现，这里是位于云贵高原深处

的云南省镇雄县。

镇雄位于乌蒙山腹地，全县山区占比高

达 98.8%，地质灾害频发，一方水土养活不了

一方人。在这样的深山区，减贫最好的办法

就是易地搬迁。仅在“十三五”期间，镇雄县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就多达14752户65464人。

时间向前推几十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甚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农村贫困程度深得

多、贫困面广得多，减贫难度更是艰巨得多。

“讨饭的比买饭的都多！”上世纪70年代

末，时任农林部部长杨立功同志到“三西”考

察，在一条街上就见到100多个要饭的，不禁

痛心地说。

定西、河西、西海固，分属甘肃、宁夏两

省区，地理位置相邻，统称“三西”，是中国最

穷的地区之一。“三西”贫穷不是因为老百姓

懒惰，而是自然条件过于恶劣，靠天吃饭的

问题长期未能解决。

走在“三西”千山万壑间，满眼是层层叠

叠的黄土坡，不时还能看到坍塌废弃的窑

洞。这里严重缺水。“春天播下玉米，如果能

下点雨，保住了苗，秋后就能有收成；如果没

保住苗，下一年就没饭吃。”宁夏西海固驼巷

村村民张彩霞说。

那时吃不饱饭的人在全国农村有很

多。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按我国当时家庭

年人均收入低于 150 元属于贫困户的标准，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超过 2.5 亿，占农村总人

口的3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启动了

农村改革，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对消除农村

贫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 1978 年到 1985

年，短短几年时间，按当时的贫困线标准，农

村超过 50%的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从上

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

专项扶贫，成立了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办公

室，拨付专项资金，利用扶贫贷款，动员各界

力量，先后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两个

10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取得举世

瞩目的扶贫成绩。

然而，虽然经过数十年的扶贫，到“十一

五”末期，我国仍有1.5亿人没有脱贫。这些贫

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石山区、深山区、极

端干旱山区、高寒阴湿地区。这些地区行路

难、吃水难、用电难，

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条件比较差，是

最难啃的“硬骨头”。

即 便 到 了 2020

年初，脱贫攻坚仍有

不 少 硬 仗 要 打 。 当

时，国务院扶贫办发

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全国未脱

贫摘帽的贫困县还有

52 个，贫困发生率超过 10%的贫困村还有

1025个。这些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主要

集中在西部深度贫困地区，是多年没有啃下

的“硬骨头”。另据各地初步摸底，已脱贫的

9300 多万建档立卡人口中，近 200 万人存在

返贫风险。在边缘人口中，有近 300 万人存

在致贫风险。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十分

繁重。此外，全国已完成易地扶贫搬迁近

1000万贫困人口，还有同步搬迁的农户，与完

成搬迁建设任务相比，做好后续扶持工作任

务更加艰巨。

顶层设计有多重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确保到

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

全面小康社会”。 （下转第八版）

减 贫 伟 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探索与实践（中）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7 月 1 日

出版的第 13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文章强调，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

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

文章指出，明理是增信、崇德、力

行的前提。要从党的辉煌成就、艰辛

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深刻领悟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

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等道理。要深刻领悟坚持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坚定对党的领导

的自信。要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及其

中国化创新理论的真理性，增强自觉

贯彻落实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性。要

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

确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文章指出，信仰、信念、信心，任何

时候都至关重要。学史增信，就是要

增强信仰、信念、信心，这是我们战胜

一切强敌、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胜

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要增强对马克思

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增强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文章指出，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

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各有特点的革命精

神，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

旨、优良作风，是激励我们不懈奋斗的

宝贵精神财富。学史崇德，就是要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涵养

高尚的道德品质，崇尚对党忠诚的大

德，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崇尚严于律

己的品德。

文章指出，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更加自觉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

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坚定理想信念，学好用好

党的创新理论，赓续红色血脉，发扬光

荣传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更好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

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汇聚起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 本报记者 黄俊毅 熊 丽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

向世界庄严宣告。

不可逆转！掷地有声、勇毅豪迈，

贯通历史、直指未来，传递出一个百年

大党的必胜信心，激发出亿万中华儿

女的磅礴力量。

站在百年风华的高处回顾，中国共

产党无惧种种考验、重重难关，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风雨兼程，为的

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奔赴这个梦想，浴血奋战、百折不

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

就，解答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

课题，为圆梦提供了根本社会条件；激

情燃烧、发愤图强，确立了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伟大成就，为圆梦奠定了根本政治

前提和制度基础；解放思想、锐意进

取，开拓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回答了中华民族

“富起来”的时代课题，为圆梦积累了

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

的物质条件。顺着历史的足迹，把握

阶段的脉络，一条由中国共产党领航

的伟大复兴之路清晰可见。

梦想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其具化

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宏

伟目标，更因为这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

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的完整

事业。奋进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语铿锵坚定。从参观《复兴之路》展览

时把中华民族的明天称作“长风破浪会

有时”，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之际

强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

标”，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

鼓就能实现的”，奋斗向前的决心始终

如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圆梦准备

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

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民族复

兴的进程进一步深入。

站在百年风华的高处远眺，历史

积淀下的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底气

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雄厚基础。

追梦之路更清晰，筑梦之基更坚实，没

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

大复兴的铿锵步伐！

自豪的背后，有坚定的自信，更有

清醒的自觉。沿着不可逆转的复兴之

路阔步前行，向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

人民幸福的宏伟目标勇毅前进，必然还

有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需要应对与抵

御，必然还有重大阻力、重大矛盾需要

克服与解决。这就决定了我们在“浪更

急”“路更陡”“愈进愈难”“愈难愈进”中

“跋山涉水”，必须统揽伟大斗争、伟大

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进行伟大

斗争，更加自觉地发扬斗争精神，提高

斗争本领，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开

辟前进道路；建设伟大工程，更加自觉

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

刮骨疗毒，打造坚强保障，以党的自我

革命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

革命；推进伟大事业，更加自觉地增强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谱写壮丽篇章。保持战略定力，坚

持实干兴邦，矢志不渝奔赴伟大梦想。

光荣与梦想，每个党员干部都肩

负着沉沉的担子，要始终同人民想在

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

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

停滞，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

加优异的答卷。全体中华儿女都行动

起来，把小我融入大我，完成自己的使

命，托举起伟大复兴的梦想。

沿着不可逆转的复兴之路阔步前行
——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日前，（北）京新（疆）高速梧桐大泉至木垒段公路项目正式通车，标志着全长 2800 余公里的京新高速公路全线建成通车。

京新高速公路是继连霍高速公路之后第二条全天候进出新疆的公路动脉，全线通车后使得北京与乌鲁木齐之间公路里程缩短

1300多公里。图为6月30日，车辆从新疆伊吾县驶入京新高速公路。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摄

6 月 21 日凌晨 4 时许，高大的

中心立柱刺破海水，张开连廊“伞

骨”，紧抓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八角箱

体——全世界最远的深海渔场浮出

水面，这就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

养殖试验区“深蓝一号”网箱。壮观

的国产深远海三文鱼收鱼行动第一

次在这里展开。

7 时许，吸鱼泵轰隆开启，几十

秒的短暂空吸后，便有青黑色鱼影

从管道中穿梭而至，场面很是壮

观。当天，这里收鱼 3000 余条，成

活率达 80%。“处理好的三文鱼 10

个小时左右可抵达青岛西海岸新

区，走上市民餐桌。”万泽丰渔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顾祺焕说。

国产深远海三文鱼养殖从梦想

走进现实，离不开“黄海冷水团”这

个天然宝库。这处位于黄海中部洼

地深层及底部的水体，是冷水鱼生

长的绝佳之地。

如果说冷水团是养殖三文鱼的

“天然雨林”，“深蓝一号”便是孕育

三文鱼的“智能襁褓”。这座相当于

40 个标准游泳池大小的“巨无霸”，具有完全独立的知识产

权。与国外主产区相比，“深蓝一号”在黄海冷水团养殖的三

文鱼，成鱼快、品质优、成本低，年产值超过1亿元。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董双林憧憬道，“相信此次养殖三文鱼

取得成功，能为大面积养殖打下基础，引领新的养殖风潮，不

断将市场蛋糕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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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重要论述综述
今年 7月 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这

里隆重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代表

党和人民庄严宣告——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

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

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

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

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

党的伟大光荣！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

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

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进行了长期艰辛

奋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

行，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脱贫攻坚战

取得了全面胜利，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孜

孜以求的小康梦想成为现实，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向前迈出新的一大步！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全局的高度，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这些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

富，思想深刻，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和重点任

务，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奋力夺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

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

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

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

之路。”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点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中华民族迈向

伟大复兴的步伐不可阻挡！

习近平总书记豪迈宣示：“中国共

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

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

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
作出的庄严承诺

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

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富

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

为之奋斗。

(下转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