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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减贫奇迹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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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彭训文 张一琪 邮箱：dieryw@sina.com

“今年是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我特地
来汕头经济特区考察调研，就是要向国内外
宣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
走改革开放道路，奋发有为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锲而不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广东考察时发表的
重要讲话，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
响。大家表示，要以讲话精神为指引，大
胆创新、统筹谋划、担当作为，为推进新
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
更大贡献。

创新驱动
走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

潮州三环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一间实
验室内，几位年轻的研发工程师正聚集在
电脑前，研讨如何提升纳米粉体材料的制
作工艺。多年来，公司坚定走自主创新之
路，持续专注于陶瓷行业新材料、新技术
的开发利用。

“总书记这次来到我们公司调研，强调
自主创新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我们指明了发展
方向。”三环集团研究院研发工程师冯晓鹏
说，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导向，我们研发团
队一定要在自主研发上加倍努力，攻坚前沿
技术，力争实现更多突破。

早在1860年就开埠设关的汕头曾有“百
载商埠楼船万国”的美誉。历经40年奋进发
展，如今的汕头已成为一座现代化滨海城
市。在经济特区成立 40 周年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让汕头广大干部群众倍
感振奋。

“我们不能躺在前人功劳簿上小富即
安，而要坚持自主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不断追求新发展和新业绩。”汕头华侨
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陈斌说，
要通过改革创新让更有前瞻性的产业规划来
引领空间规划，让更高质量的空间规划来承
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落地。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更高水
平的改革开放的论述，在出席浙江舟山举
行的 2020 国际油气贸易与海事服务高峰论
坛——世界油商大会专题会议的与会代表中
引发热议。

“我们要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选
准定位，聚焦油气等大宗商品产业领域改革
创新，提升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浙江
自贸区政策法规局副局长胡朝麟表示，自贸
区要把推进以油气全产业链为核心的大宗商
品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作为建设重点，
为保障国内能源供给、服务国家能源战略做
好支撑。

延续文脉
使历史与当代相得益彰

潮州古城一条僻静街道内，国家级非遗
项目潮州木雕省级传承人金子松正在工作室
中带徒授艺。在他们经年累月的精心雕琢
下，一块块木材化身为活灵活现的花鸟虾蟹
镂空雕塑。

“总书记要求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和传承，这是对我们做好非遗传承工作的巨
大鞭策。”已在木雕行业深耕 47年的金子松
表示，一定要尽己所能将木雕技艺传授给有
资质、愿意学、能吃苦的年轻人，保护好这
份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让非物质
文化遗产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一处又一处
流行起来。

夜幕降临，古城东门外的广济桥与韩江
两岸的灯火交相辉映，流光溢彩。这座始建
于南宋年间的古桥，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
启闭式桥梁”。

自称“守桥人”的潮州广济桥文物管理
所所长余小洁一直致力于古桥的文物保护和
活化。“广济桥是潮州文化的历史地标。保
护这座古桥，我们责无旁贷。”她说，潮州
文物保护工作者们十分珍视这一宝贵的历史
文化遗产，一直以“修旧如旧”的方式尽可
能保留古桥历史原貌，并在保护古桥基础上
做好推广介绍工作，让历史悠久的广济桥

“活起来”。
一城如花半倚石，万点青山拥海来。鼓

浪屿，是许多游客心中的诗与远方。自2017
年申遗成功以来，当地不断加强依法治理，
使这座美丽的小岛在文化传承中历久弥新。

“我们要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
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存的要求，立足世界遗
产真实性与完整性，促进历史文脉传承和可
持续发展，精心守护好鼓浪屿的‘根’和

‘魂’，让历史古迹焕发新生机。”鼓浪屿世界
文化遗产监测中心主任蔡松荣表示。

凝心聚力
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

“我们见证了奇迹，我们还将创造更多
奇迹！”新西兰潮属总会常务副会长吴文发
在海外通过互联网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难抑心潮澎湃。

吴文发激动地说，祖国和家乡的兴旺进
步是海外华侨的共同心愿，站在改革开放再
出发的新起点上，要勠力同心，携手共进，
将老一辈华侨华人爱国爱乡、艰苦奋斗的光
荣传统传承下去，努力成为中华文化和民族
精神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展示者，在支持和
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中，助力续写更多“春
天的故事”。

今年，也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30年。而
立之年的浦东，正全力实施倍增计划，推动
经济总量向2万亿元迈进。

乘势而上，起而行之。
获评2019年度“浦东工匠”的库柏电子

科技 （上海） 有限公司生产及技术部经理芮
祖存表示，要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要
求，在新时代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精益求
精，久久为功，将个人和企业发展融入时代
发展潮流中，为浦东“十四五”发展作出新
的贡献。

伶仃洋上，碧波浩荡。
宛如长龙蜿蜒在海面的，是粤港澳大湾

区核心工程深中通道的施工栈桥，数百名建
设者正在伶仃洋大桥的东栈桥上热火朝天地
投入建设。伶仃洋大桥是深中通道的关键控
制性工程，建成后将是一座主跨1666米的超
大跨径海上悬索桥。

“我们湾区建设者要奋力拼搏，攻坚克
难，在这片布满希望的热土上挥洒勇气和力
量。相信不久后，凝聚了众多奋斗者智慧和
心血的超大锚碇将扎根深蓝，为这一百年品
质工程提供坚实的‘锚定’力量。我们一定
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创造新的辉煌。”
展望未来，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桥梁工程师陈
炳耀充满信心。

（新华社北京10月 16日电 记者丁小
溪、熊丰、付敏、詹奕嘉、毛鑫、田建川、
黄筱、何欣荣）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指明方向、催人奋进

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七十三次委员长会议15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向会议
作了关于修改专利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
于生物安全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未成年人保
护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出口管制法草案
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国旗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
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国徽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
报，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根据常
委会会议的审议意见，提出了相关草案建议表决稿。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业遂向会议作了
关于《〈巴塞尔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四次会议第 14/12
号决定对 〈巴塞尔公约〉 附件二、附件八和附件九的
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浦路斯共和国引渡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比利时王国引渡条约》审议情况及
批准的决定草案代拟稿的汇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向会议作了关于全
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社会建
设委员会等3个专门委员会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报告审
议情况的汇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
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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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延庆区大
庄科乡的铁炉村曾是抗
战时期的红色后七村之
一，为改变生存环境和
艰苦的生产生活条件，
该村作为泥石流易发
区实施整体搬迁，家
家户户住进新房，同
时 大 力 发 展 红 色 旅
游、民俗旅游，实现
致富奔小康。图为铁炉
村一栋栋新房整齐地排
列在青山绿水间。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挪穷窝挪穷窝 奔富路奔富路

10 月 17 日是中国国家扶贫日，
也是国际消除贫困日。相比往年，
今年的国家扶贫日意义特殊。今
年，中国将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既
要做好脱贫攻坚必答题，又要做好
疫情应对加试题；既要完成剩余贫
困人口脱贫任务，又要巩固已脱贫
成果。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坚决夺取
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提前10年实
现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 的减贫目标，完成这项对中华
民族、对人类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
的伟业。”国家扶贫日前夕，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摆
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际理论研
讨会致贺信时说。

中国用70多年时间，在减贫的
规模与速度上都创造了人类减贫历
史上的奇迹。

中国的减贫成就不但意味着人
民福祉的重大改善，标志着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里程碑，对于世界也
具有重要的意义。贫困恶魔并非不可
战胜，中国的减贫成就将给其他发展
中国家以巨大激励。同时，中国已经
创造了若干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经
验，能够为还在减贫道路上艰难跋
涉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首先，包容性发展是最大的贫
困消除器。中国减贫成就不但得益
于快速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
济增长模式是包容性的。中国的经
济增长能够吸纳全体人民共同参
与、共同分享发展成果。改革开放
以来，数亿贫困人口通过参与工业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提高了
收入，摆脱了贫困。

其次，中国减贫战略与时俱
进。中国减贫注重长远规划，同时
也注重问题导向，减贫战略根据实
际发展水平与发展条件不断适应性
调整。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就
开始实施扶贫开发战略，扶贫政策

更加系统、扶贫措施更加多样。特
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进一步
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

第三，中国注重提高贫困人口
内生发展能力。长期以来，中国扶贫
强调不但要提供“输血”机制，更重要
的是要提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自身

“造血”能力。贫困的挑战是多维度
的，不但包括收入贫困的挑战，也包
括知识贫困、生态贫困等多方面挑
战。中国经验表明，只有从多维度
消除贫困，才能根除贫困。

此外，中国注重发挥各方力量
共同参与贫困治理。对口支援机
制，包括中央部委对口支援、各省
份之间的对口支援和省内的对口支
援等。社会参与机制，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非政府组织、社会捐赠
等通过各种途径共同参与。国际援
助方面，积极争取多方援助，吸引
国际机构、国际组织对减贫事业进
行支持。

目前，中国减贫组织体系从中
央政府到村基层，层层推进，机
制完备。扶贫干部像种子一样撒播
在中国广阔的乡村大地上，和贫困
人口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把扶贫
政策转化为切实的扶贫行动。他们
在实践中注重扶贫模式的创新。例
如，通过帮助农民掌握手机拍摄短
视频、直播带货这一信息时代的新

“农具”，使得一些乡村摆脱了贫困。
而今，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

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得到解
决。这一历史性事件，必将给全球
减贫事业带来正能量。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
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
（记者成欣） 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近日再次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
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6 日表示，“睁着眼睛说瞎话”
说的就是以“撒谎、欺骗、偷
窃”为荣耀的美国个别政客。尊
重科学、尊重事实才是拯救美国
人民生命、战胜疫情的唯一办法。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据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15日接受采访称，中国共产党
已经为释放新冠病毒付出代价，
但他们至今没有让我们找出病毒
真正来源。中方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中国有句话，“睁
着眼睛说瞎话”。说的就是以“撒
谎、欺骗、偷窃”为荣耀的美国
个别政客。这些人旨在把自身抗
疫不力的黑锅归咎中国，抹黑污
蔑中国、服务一己政治私利。

赵立坚说，中方已多次用时
间线等铁一般的事实介绍中国抗
疫经纬。近日，中国青岛出现新
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后，立即组

织开展大规模流调排查和分类检
测，果断启动全员核酸检测。截
至 10 月 16 日 6 时，已经完成近
1075万份核酸检测采样，约占青
岛 1100 万总人口的 98%。包括
CNN、《纽约时报》 等美媒在内
的中外媒体都有报道，建议蓬佩
奥先生好好看一看。

“我们将继续毫不放松抓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决不让来之不易
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弃。反
观美国个别政客，他们把一手
好牌打得稀巴烂。他们应对疫情
的表现，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
看在眼里。他们应该明白，尊
重科学、尊重事实才是拯救美国
人民生命、战胜疫情的唯一办
法。”他说。

赵立坚说，既然蓬佩奥如此
“关心”病毒溯源问题，针对国际
社会一直存在关切的德特里克堡
生物基地、“电子烟疾病”等问
题，美方是不是可以尽早给个说
法，给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各国
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广东考察时表示，我们的改革开
放和发展建设事业同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
分不开的。华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爱国爱乡。他们在
异乡历尽艰辛、艰苦创业，顽强地生存下来，站稳脚跟
后，依然牵挂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有一块钱寄一块
钱，有十块钱寄十块钱。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
精神、中国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党中
央对广大华侨华人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在海内外侨界
引发强烈反响。

知侨爱侨暖侨心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潮汕考察，作为身在海外的潮汕
人，我禁不住思绪翻涌。习总书记来到我的家乡潮汕，不
仅了解潮汕开埠历史、设立经济特区以来的发展情况，更
为潮汕人带来了鼓励、关爱和支持，让每一个潮汕人欢欣
鼓舞。”泰国华人青年商会副主席赵春森备受鼓舞，“我时
常回乡，目睹了潮汕40多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亲身感受到
祖国发展的磅礴伟力，身在异乡的我将和旅居泰国的侨胞
一起，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自己的一份力。”

加拿大渥太华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卢红民被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深深感动：“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说到我们
的心坎上，习总书记非常了解和明白我们海外华侨华人的
心声。听了习总书记的这段话，我的心里暖乎乎的，被认
同和被理解的心情真是无比甜蜜。我们旅加华侨华人一定
要再接再厉，积极支持中国发展建设。”

肯定贡献聚侨力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家乡，我的心情十分激动。
习总书记对华侨华人贡献的充分肯定让我们非常感动。”美
国潮商总会主席林辉勇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与美
国潮商总会等社团的同仁们发出倡议书，筹集资金，支持
家乡抗疫。这是广大华侨华人的真心真情。在新时代，我
们广大侨商一定要认真发挥投资兴业的重要作用、双向开
放的桥梁作用，为家乡的发展、中外交流作出新的贡献。

新加坡华源会会长王泉成说：“每一位海外华侨华人都
有一份爱国情、思乡意，总书记的惦念与鼓励让我们力量
倍增。习总书记的讲话是对海外华侨华人不忘桑梓、爱国
爱乡真情的尊重与鼓励，是对海外华侨华人为祖 （籍） 国
作贡献、为家乡献计献策的号召与鞭策。近来，国际环境
比较复杂，但中国仍一如既往地继续深化改革、实行更高
水平的开放。这样的举措，让海外华侨华人更有信心来祖

（籍） 国投资兴业，更有决心在故土挥洒热情。”

殷切期望共圆梦

俄罗斯圣彼得堡华人华侨协会副会长赵斌说：“改革开
放以来，祖国快速发展，这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了许多机
会，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为海外华侨华人
提供了新的更为广阔的舞台。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不仅是对我们的认可，更是对我们的
激励，华侨华人将与祖 （籍） 国和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我
们的贡献！”

“爱国情感是华侨一种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我们虽然身在海外，但同样会积极参与到
祖 （籍） 国发展建设的大潮中。”英国江苏商会会长张海说，“我们在家乡投资兴业，不仅
因为国内有着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发展远景，更是因为我们身上有着中国的血脉，还有一颗
不变的中国心。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和助力家乡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尽心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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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评蓬佩奥就病毒溯源指责中国

美个别政客睁着眼睛说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