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外媒看中国 责编：张 红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7年6月19日 星期一

经验：
“全世界最佳范例之一”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中国在减贫扶贫、改善民生方面的成功经验成为
相关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争相学习的对象。

“中国非同寻常的扶贫战略被盛赞为全世界最佳范
例之一。它向全世界表明，只要齐心协力，任何国家
都能成功扶贫。这种精神也是非洲国家所需要的。”津
巴布韦《先驱报》称。

埃及《金字塔报》称：“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仅局
限于投资和经济支持，而是通过自身在各领域取得的
成就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治国理政新理
念。中国帮助国民脱贫致富的经验可称为其他国家学
习的榜样。”

中国式扶贫道路已经实现了从单纯“输血”，到
“输血”“造血”相结合，最终依靠“造血”脱贫致富
的转变。中国“淘宝村”在改善民生方面起到的作用
引发了世界极大的兴趣。

“为实现2020年前消除贫困的目标，中国采取了诸
多措施。其中之一便是近年来出现的 1000多个‘淘宝
村’。”美国的商业内幕网称，中国政府将“淘宝村”
看作刺激贫穷乡村经济发展的机会。其报道特意描绘
了“淘宝村”生机盎然的标语“淘宝逃出苦日子，电
商奔向幸福路”。

美国《财富》杂志报道：“‘中国淘宝镇’大集镇
开展电商和服装生产培训、提供低成本贷款，鼓励成功
的企业家优先招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当地居民。数据
显示，电商开展不到4年就带动该镇及所在县6300人脱
贫。在该镇发生的一切也能复制并推广到其他任何地
方，因为每个地方都有独特产品可在网上出售。”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博特·霍夫曼也对“淘宝村”的
未来极为乐观。“我们希望能帮助中国偏远贫困地区的
村民变成淘宝村民。”他说，“这并非终点。就像阿里
巴巴是一个全球性的电商平台，‘淘宝村’也可以成为
一种全球现象。”

中国也很乐意分享自己的经验。正如 《马来西亚
星报》 网站指出的，中国和世界乐意分享自己的减贫
经验，愿意帮助邻居和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身的脱
贫道路。

要改善 13亿人民的生活，中国接下来的路并非坦
途。正如 《经济学人》 网站文章指出的，减贫的最后
阶段是最困难的。但是，正如习近平所说的：“只要我
们13亿多人民和衷共济，只要我们党永远同人民站在
一起，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我
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外记者
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深情的话语表
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民生情怀：“我
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
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
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
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
更好。”要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
实并不容易，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五年
来，党和国家以政策为先导，以落到实处
为抓手，全力做好民生建设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效。

政策先行，顶层设计为民生建设保驾
护航。2013年2月，历时八年之久的《关于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出
台，收入分配改革迈出关键一步。2014年2
月，国务院印发 《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在
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2014年 5月国务院颁布施行《社
会救助暂行办法》，第一次以行政法规形式
明确了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等政
策。2014年 7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促
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
口有序实现市民化。此外，史上最严环保法、
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也
回应了环境、食品安全等人民群众最基本的
生存需求，补齐了民生的“欠账”和“短板”。

真抓实干，具体举措将民生建设落到
实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不但出台了
一系列保障性政策以加强民生建设，更通
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将政策加以落实。资金

投入方面，党和国家在出台八项规定遏制
公款消费的同时加大民生建设投入，为民
生建设的投入提供了真金白银。教育方
面，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我国首个教
育脱贫五年规划 《教育脱贫攻坚“十三
五”规划》，通过设立农村专项计划招生名
额使得全国特困地区的考生通过“特殊通
道”进入了重点高校学习，将教育公平落
到实处。就业方面，大力倡导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为高校毕业生创业提供资金、
技术的扶持。在住房保障方面，建设城镇
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实施棚户区住房改
造和农村危房改造，圆了一大批住房困难
家庭的安居梦。在医疗方面，实施“健康
中国”战略，进一步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
疗卫生服务。扶贫方面，打好扶贫攻坚
战，通过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变

“输血”为造血，让贫苦地区人民群众真正
具备了脱贫致富的能力。

人民满意，为世界开出中国药方。一系
列彰显民生特色且落到实处的政策出台及
其具体实施，不但使得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更
加强烈，更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尤其是以经
济发展为主轴为民生建设提供物质基础；走
政府主导与市场结合的中国特色民生发展
道路，以政策引导方式为民生建设提供制度
保障；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实施安居工程，避
免拉美国家盲目追求“大城市化”所带来的
城市贫困化；以实施义务教育、保障教育公
平为抓手避免陷入拉美国家由教育不平等
加剧所带来的阶层固化等等，无不为发展中
国家民生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开出了中国
药方。 （张小林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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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共十八大以来，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注重民生、保

障民生，奋力铸就大国民生改善新篇章。“改善 13亿中国人的生

活”，中国对民生的关注引来国际舆论纷纷点赞。

★国际论道

目标：
“改善13亿中国人的生活”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最为鲜明的
是人民至上立场，强调最多的是人民群众。历年来新年
贺词中的民生色彩已经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今年的新年贺词亲民、重民生。习近平提到，他
最牵挂的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并承诺，解决好群
众就业、教育、就医、住房等方面的问题是党和政府
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强调中国政府将继续集中精力消
除贫困。”美联社报道。

美国彭博社指出，习近平在 2017年新年贺词中着
重强调要推进改革帮助更多国民，并在新的一年继续
坚持和平发展。

新加坡 《联合早报》 则注意到，习近平在 2017年
新年贺词中使用了一些口头语，比如，“天上不会掉馅
饼”、“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大家撸起袖子加
油干”，增加了亲民色彩。

有媒体对习近平历年的新年贺词进行了统计，发
现“人民”始终是贺词的高频词。“人民”一词在
2014 年的新年贺词中出现了 9 次，在 2015 年的新年贺
词中出现了 16 次，在 2016 年的新年贺词中出现了 11
次。足见“人民”二字在习近平心目中的分量。

每年的两会则是国际舆论观察中国的另一个窗口。
今年两会期间，美国之音就注意到，李克强总理

报告中大量有关民生的内容。文章称，李克强总理的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广大民众关心的民生、教育、食品
安全、雾霾治理等内容时，会场响起阵阵掌声。该文
章还称，李克强宣布今年将进一步提高网速、取消手
机国内漫游费、降低国际长途话费等一系列惠民利好
时，会场上掌声尤为热烈。

2015 年两会期间，俄新社报道指出，在李克强总
理这份充满事实与数据的报告中，最值得关注的内容
大概要数中国如何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优
化那些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指标。这即是说，经济
整体发展速度或许略有放慢，但将会改善13亿中国人
的生活。

日本 《朝日新闻》 也强调，在经济持续发展的状
况下，中国现在将把着力点放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和
不公平上面。中国人大代表们纷纷表示希望照顾贫困
阶层、增加其收入、改善教育和完善社会保障。

正如拉美社报道中提到的，“虽然面临着挑战和风
险，习近平领导的这届中共领导集体正努力建设一个
更加公平公正和富强的社会，成为其他推动建设新型
社会的国家的样板。”

过去 5 年中，中
国在改善民生方面所
取得的成就令世界惊
叹。联合国新闻中心
网站引用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极端贫困与人
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
利普·阿尔斯顿的话指出，近年来，中国在改善民生方面
取得的成绩是“卓越的”。其中，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成就
尤其引人瞩目。

“在世界减贫方面，中国是个英雄。”《经济学人》
称。

“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史无前例、令人振
奋。”《马来西亚星报》 网站文章引用联合国发展署高级
顾问的话说，中国计划在 2020年之前消除贫困的目标是

“雄心勃勃”，也是“现实可行的”。
“中国在减贫方面创造了世界纪录，近30年来，中国

有7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已经设定目标，在4年内把处
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变成‘0’。”俄新社报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短短 4 年，5564 万中国人摆脱贫
困。仅 2016 年一年，就有 1000 多万贫困人口实现了脱
贫。未来3年，还将有4335万人脱贫。“世界减贫成绩最
大的功劳来自中国。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
绩，归功于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在改革方面做出的努

力。”美国 《赫芬顿邮
报》报道。

中 国 的 “ 精 准 扶
贫”令世界赞叹。“中国
政府决定到 2020 年消除
贫困、实现小康社会目
标，并对此充满信心。

在过去 4 年里，中国拥有使 5500 多万人口脱贫的成功案
例。中国又提出了‘精准扶贫’的关键理念，采取激励
机制和政策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目标。”巴基斯坦《观察
家报》称。

而且，国际舆论还注意到，最近几年，中国的不平
等现象有所减少。据西班牙 《经济学家报》 网站，康奈
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拉维·坎伯和王越 （音） 以及北京大学
教授张夏波 （音） 对最近几年中国不平等现象减少问题
进行研究，撰写了题为 《中国不平等现象的巨大转变》
的报告。有趣的是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的同时，中国国内的
不平等现象却出现了减少的趋势。报告指出，2010 年中
国的基尼系数为0.533，此后开始明显下降，至2015年降
至0.462。经济学家强调“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不
平等现象看似有了明显转变”。

此外，中国在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的举
措也引人关注。比如，英国 《卫报》 曾报道，中国加大

医疗改革力度，力争为 14 亿人
口提供平价医疗，涵盖几乎所有
重大疾病。中国一半左右的医疗
费用将由医保支付，力求更有效
地减轻国民医疗费用的负担。中
国政府正在努力将“人民有能力
享受医疗服务”的问题当作健全
社会的最主要任务之一，强调人
民需求的重要性。麦肯锡公司预
测中国在 2020 年的医保支出将
从 2011 年的 3570 亿美元升至 1
万亿美元以上。

成就：“世界减贫方面的‘英雄’”

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为世界开出中国药方为世界开出中国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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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郑敬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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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宝鸡南站驶出的
高速综合检测列车驶入兰
州西站，标志着宝兰高铁
正式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
段 （2017年6月2日摄）。

新华社记者 聂建江摄

补齐“民生短板”、提高“民生质量”、满足“民生期待”，党的十八大以
来，惠民脚步越来越快，惠民之路越来越宽。

③6月14日，在龙沙村，连江县琯头镇中心卫生院医生上门为贫困户张
日光 （左一） 体检。2017年以来，福建省连江县 742户贫困家庭都与当地医
生建立了“结对”健康帮扶关系。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④黑龙江省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居民吴桂凤在自家棚改后新建的二层别墅
中（2016年12月7日摄）。最近5年，该省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改造保障房及
泥草房235万套，全省3800多万人中近1000万人受益。新华社记者 王 松摄

②一名村
民在山东省日
照市岚山区碑
廓镇宋家岭村
管 护 茶 园（6
月 7 日摄）。这
片茶园是宋家
岭村利用节约
的 土 地 建 造
的。

新华社记者
范长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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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着非凡的政治能力。首
先，习近平解决了社会的不稳定。改善了地方官员松
散懈怠的状况，满足了人民的期待。其次，习近平推
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为维持这些改革，他加强了中共
对国家事务的监督，改善了地方司法独立性和透明
度。习近平的改革巩固了中共中央的执政能力，使国
家更加稳定，社会井然有序。

——《华盛顿邮报》

海 外 之 声

最近，我们出版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的 《摆脱贫困》 一书。“提倡‘经济大合
唱’”一章是基于习近平在福建省贫困地区
的工作经历而写成。本书还包括“为官一场造
福一方”，“把心贴近人民”，“滴水穿石的启
示”等章节。在整本书中，习主席谈了如何使
一个地区摆脱贫困，实现现代经济的发展，
他的理论在中国其他贫困地区得到了推广。
非洲国家可以借鉴这本书中的精辟章节中的
经济发展经验。对于那些渴望发展自己国家
的人而言，这本书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如
何在短时间内达到全球巨头地位，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

——南非新闻报刊网站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愿景是什么？在
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的4年之前，习近平成为
中国的领导人，并宣布了一个史诗般的设
想，呼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相信
他会成功地完成这个任务。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
梦”的第一个宏伟目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梦”的第二个
宏伟目标。习近平以“中国梦”宣布了他对
中国的首要愿景。他要让国家更加富裕，民
众更加自豪，中国更加强大。

——《大西洋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