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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竭尽全力抢救生命，一面千方百计保民生

看！这张民生答卷可圈可点
本报记者 曲哲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前召开的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克服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作
出通盘部署。脱贫攻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亿万中国人民彻底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最
后一战，必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夺
取最后的胜利。

这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2020年是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中华民族千百年来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憧憬将变为现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
要内容、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关键一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尽
锐出战、迎难而上，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

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任务接近完成，改写
了亿万贫困人口的命运。打赢脱贫攻坚战，中
华民族就能告别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以
更加昂扬的精神姿态、更加厚实的物质基础去
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这将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消除贫
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
诺。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

减到 2019 年年底的 551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
以上。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
2015 年的 3416 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9808 元，
年均增幅30.2%。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水
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浓缩着中国共产党人矢志
不移的为民初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也是对社会

主义本质和优越性的集中展示。
这将是人类社会的伟大胜利。脱贫攻坚

既是中国的事情，也是人类的事情。我国作
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全
球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今
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有 1 亿左右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上
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

么多人脱贫，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
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精准扶贫
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设定的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的
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14亿中国人民将在追求美好生活
的征程上，以无比坚实的步伐，风雨无阻朝
着更加美好的未来、更加广阔的天地，进发！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中国对绝对贫困的最后一战
■ 黄鱼丽

中国对绝对贫困的最后一战
■ 黄鱼丽

在吉林长春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市民在选购蔬菜。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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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赴湖北省武汉
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为彻底打赢湖北保卫战、
武汉保卫战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也是在这一天，洪山体育馆武昌方舱医院举
行休舱仪式，至此，运转了一个多月的武汉方舱
医院全部休舱。

随着方舱医院休舱，这场战“疫”的胜利曙光
离我们越来越近。更让我们欣慰的是，在这场疫
情“阻击战”中，我们做到了两手抓两手硬：一方
面竭尽全力抢救生命，另一方面千方百计稳就业
保民生。且看这张来之不易的民生答卷——

抓好“米袋子”“菜篮子”

“越是发生疫情，越要注意做好保障和改善
民生工作。”疫情来袭，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饥饱冷暖是党和政府的最大关切。

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蔬菜种植大户韦帮情这
个月忙得很。区里开辟“绿色通道”，允许经销
商的车辆在报备、消毒后开到田间收购，然后
直接配送到社区。韦帮情的农场每天要往城区
配菜三四千公斤。

疫情发生后，各地采取封闭管理、隔离管控、
限流限行等防控措施，给生活必需品供应带来了
新的挑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抓好“米袋子”

“菜篮子”作出具体部署，各地各部门想方设法保
证群众生活必需品不断供、不脱销。

江西的“全网电商助农行动”半个月内就
帮蔬菜、柑橘、菌菇等滞销农产品卖出330余万
单；湖南鼓励电商平台、微信小程序、微店送
货上门；北京按“作战图”明确猪肉货源、加
工和流通单位，并要求按比例销售到商超、批
发市场、机关食堂，做到全覆盖、无盲区，确
保家家户户都买得到……

商贸企业积极响应。老百姓大药房全国
5000多家门店不打烊；盒马鲜生等电商加大物资
调配力度；京东、顺丰坚持营业，快递小哥们坚守
岗位，让物流大动脉“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儿
子满月了，全家人一个月没出小区，但大人孩子
吃的用的什么都不缺，我们心里挺踏实。”哈尔滨
市民郑溪说。

除了保障人民群众生活所需，各地还千方百
计稳就业。

3月 5日，1400多名陕西汉中勉县的老乡登
上了K4558次“定制列车”，奔赴上海返岗。连日
来，各地人社部门和用工企业积极对接信息、安
排运力，全国已通过专车、专列、专机等方式，“点
对点、门到门”运送农民工超80万人。

得知新政策实施后每个月能减税 8 万元，一
个多月没开张的成都首膳海鲜食府财务管理人
员张晓兰心里宽慰了许多。春节后，减免中小企
业增值税、减免企业社保费、医保费等政策接连
出台，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缓解裁员压力。

截至3月1日20时，11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复工率达到90%以上。另据海关总署对2552
家外贸样本企业调查情况显示，截至 2 月底，
80.6%的外贸企业已经复工。

生活有保障“稳得住”

安徽枞阳县 11 岁的女孩如鑫，父母常年卧
病在床。疫情发生后，镇干部第一时间将口
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送到她家，叮嘱她做好
自己和家人的防护。为了保障小如鑫上网课

“不掉线”，镇里还积极对接中国电信，免费为
她家的网络提速。

“县里下拨了 120 万元资金，对贫困户口、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和孤儿等重点困难群体开展临
时性救助，还专门筹集了一批口罩、消毒液、体温
枪送往养老院、孤儿院。”贵州松桃县副县长张伶
俐说，疫情中，这部分群众最是让她牵挂。

越是艰难时刻，越要关心困难群体。卫
生、民政等部门密切关注“一老一小”机构疫
情排查和物资保障情况，妥善安置不能返乡的
流动人口，对因疫情在家隔离的孤寡老人、留
守老人、留守儿童、社会散居孤儿、困境儿童
等特殊服务对象进行摸底，开展有针对性的走
访探视和必要帮助。

春节后，有市民反映：生活成本提高了。疫
情还未彻底终结，未来物价还能“稳”下来吗？也
有人担心：国家减税降费力度那么大，仅三项社
保费一年就少收 5000 多亿元，养老金、医保费还
能足额发放、及时报销吗？

其实，国家早已经未雨绸缪，做好了应对
准备——

作为制造业第一大国，我们拥有全部工业门
类，保供应有基础；作为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和快
递物流第一大国，城乡“网购”渠道畅通，保流通
有条件；5G、大数据等新技术加速覆盖，帮助人们
迅速调整工作和生活方式：上网课、远程问诊，加
入新行业或“云办公”“云创业”“云培训”……经
济发展有实力、能应变，民生“保障网”韧性足，可
抗压。

财政部负责人表示，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结余已超过5万亿元，虽然今年预计
减收 4714 亿元，但影响总体可控，按时足额支

付没有问题；人社部负责人称，目前全国职工
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存超过1.3万亿元，可支付
超过 22 个月。养老金、医保金的“基金池”全
都稳稳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近
期的物价上涨，是供给面受冲击造成的结构
性、一次性上涨，随着企业复产复工、社会正
常运转，物价涨幅会慢慢回落。

商务部的检测数据3月4日对全国百家大型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监测数据表明，粮、油、
菜、蛋和猪肉批发价格均较1月底有不同幅度的
下降。

涉民政务效率提升，为生产生活有序进行
提供保障。

节后上班第一天，安徽省数据资源局就发
出公告，推行“不见面审批”：涉民政务可以网
上办、掌上办、自助办、邮递办、预约办。总
之，就是老百姓怎么安全方便怎么办。

近年来，各地管理部门积极利用互联网手段
开展数字政务工程。平时练兵，战时冲锋，此次
疫情大考中，涉民数字政务服务措施实、效率高，
让广大群众面对疫情眼里有“数”、办事有“路”、
心里有“谱”。

还会接着“放大招”

持续改善民生，我们有很多有利条件。我
国经济总量已接近100万亿元大关，较之以往更
有能力应对“黑天鹅”的侵袭。此外，宏观经
济持续向好，为民生改善提供了坚实基础——

“目前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恢复，消费、投资、
进出口逐步回暖。这样，改善民生源头就有活
水、就有保障。”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
长迟福林说。

改 革 不 断 深 入 ， 为 民 生 改 善 注 入 强 大
动力——

“治疗肝硬化的恩替卡韦，每片降到了 0.6
元，而 10 年前是 26 元。”北京通州市民刘阿姨
感慨，医保改革好不好，老百姓心里有本账。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
革的意见》 日前出台，在医保待遇、筹资、药
品采购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
此外，实质性推进评价体系改革，规范发展民
办教育；优化担保增信体系，推动普惠金融发
展；规范农民工工资管理，保障农民工与城镇
职工同工同酬……2020 年这些民生改革将持续
推进，为千家万户送去更多实惠。

开放脚步加速，“美好生活”舞台更加
宽广——

为鼓励进口，自2020年1月1日起，我国对
850余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
率，其中包括冻猪肉、冷冻鳄梨、非冷冻橙汁等
国内相对紧缺或具有国外特色的日用消费品。

“‘宅’了那么久，我已经在心里‘逛’
了一遍世界地图。”北京百姓许洲说，现在中国
公民可免签或落地签前往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等疫情一结束，她就要抓紧时间走起。

对中国老百姓而言，“买全球”“逛全球”
将越来越便利！

“两只手”发力，民生建设再上台阶——
以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设立污水

处理厂后，南京城东污水处理每吨污水处理费由
原先的1.58元/立方米下降到1.02元/立方米。

“PPP 模式统筹政府和市场两种资源，在补
短板惠民生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财政部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主任焦小平告诉记者，眼
下 19个公共服务领域入库项目已达9458个，投
资额 14.4 万亿元，一大批让人民群众切实受益
的民生建设工程已经“在路上”。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
防控工作。他强调，继续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头
等大事和最重要的工作，不麻痹、不厌战、不松
劲，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坚决
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海外华侨华人纷纷
表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习近平
主席专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充
分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高度
重视，极大增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战胜疫情的信
心和力量，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中国战疫必胜的
希望。海外华侨华人将继续同祖 （籍） 国人民坚
定站在一起，为抗击疫情出力鼓劲，相信一定能
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让世界看到中国的责任与担当

“这是一场人民战争，需要全体人民坚定信
心、同舟共济。坚持就是胜利。习近平主席铿锵
有力、温暖人心的话语让共同抗击疫情的海内外
同胞备受鼓舞。”意大利米兰华助中心执行主任周
建煌说：“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
人民万众一心，携手抗击疫情取得阶段性重要成
果，令海外华侨华人十分振奋，也让世界看到了
中国的责任与担当。”

“习近平主席专门赴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
振奋人心，为中国和世界抗击疫情注入信心与力
量。”比利时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朱旭林表示，中
国始终坚守疫情防控最前线，采取的一系列有效
举措为世界各国防控疫情赢得了时间，获得国际
社会高度评价。

展现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俊晓表示，
“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广大医务工作者勇敢逆
行、坚守岗位，展现了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的崇
高精神。武汉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疫情防控
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抗疫举措向世界展现了中
国力量和中国精神。”

“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不愧为英
雄的人民。习近平主席在考察时向武汉人民表示
感谢，海外华侨华人也为武汉人民而深深感动。”
萨尔瓦多华侨总会理事李兢一表示，祖（籍）国人民
抗击疫情取得成效，世界见证了中国人民众志成
城、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

“习近平主席强调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此次专门赴武汉考察疫情
防控工作，展现了大国领袖的人民情怀，体现了
中国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理念。”朱旭林说，4万
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同湖北和武汉人民一起
战斗，他们是最大的功臣。“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斗中，广大华侨华人的心和祖 （籍） 国人民在一
起，我们共同期待战斗胜利的那一刻。”

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习近平主席专门赴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
不仅为武汉人民、中国人民抗击疫情汇聚了力
量，提振了信心，也为世界战胜疫情注入强大正
能量。”日本侨报社总编辑段跃中表示，“面对疫
情，中国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
做好本国抗疫工作的同时，积极同国际社会开展
疫情防控合作，既全力保障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也为世界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积极
贡献。”

“中国举国动员抗击疫情，展现了强大的执行
力和团结精神，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
生命力，也为各国抗击疫情提供了宝贵经验。”俄
罗斯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兼常务副会长吴昊
表示，中国向多个受疫情影响国家捐款捐物并分
享抗疫经验，中国的有力有效举措为各国抗击疫
情争取了宝贵时间，再次展现了中国是一个负责
任、有担当的大国。

“各国应携起手来，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国际
合作。”美国大华盛顿地区中国大专院校校友会
联合会会长李民表示，中国在关键时刻克服自
身面临的困难，向有关国家及时伸出援手。共
抗疫情让人们再次意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必要性。面对全球性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
孤军奋战，我们应携手同行，守护人类共同和
唯一的家园。

（本报北京、罗马、墨西哥城、布鲁塞尔、里
约热内卢、华盛顿、东京、莫斯科3月 11日电
记者肖新新、叶琦、刘旭霞、张朋辉、朱东君、
张梦旭、刘军国、殷新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