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12版 总第12688期星期三 2021年2月24日 www.legaldaily.com.cn

国内统一刊号：CN11-０313  邮发代号：１－４１　　国外代号：D454  本报中继线：（０１０）84772288　　广告中心：（０１０）84772299　84772857　　发行中心：（０１０）84772866  编辑：朱磊 符香凝  校对：邓春兰

  汕头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研究中心将于近期公开招聘全日制法律专业博士研究生8名。

  详见汕头人大网：http：//rd.shantou.gov.cn。

汕头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1年2月24日  

招 聘 公 告

□　新华社记者

　　当史学家书写21世纪第三个10年的开篇，在记录百

年一遇大疫肆虐全球的同时，一定会标注一个奇迹。

　　过去8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经过世界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近1亿人

摆脱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确

定的减贫目标，14亿人即将迈入全面小康生活……

（一）庄严的承诺

　　雨水时节，太行山深处的河北阜平春和日暖。群山脚

下的村庄，簇新的民居错落有致，灯笼高挂，一派喜庆。

　　阜平，夏商时期，境内就有人居住。现代史上，阜平

的名字曾牵动无数人的目光——— 包括阜平在内的晋察

冀边区被称为“新中国的雏形”，为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

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自然条件恶劣、资源条件匮乏，阜平群众常年与贫

困抗争。

　　农民唐宗秀保留了一张摄于2012年的照片：村里一片黄

土色，房子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坯房。她形容“它黑你也

黑，说不上谁最黑”，下雨时“外头大下，屋里小下”。

　　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习近平总书记顶风冒雪来

到阜平县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进村入户看真贫，向全

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

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

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是一次特殊的看望——— 1个多月前，党的十八大

召开，作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部署，脱贫攻坚是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

　　2021年2月4日，农历小年，江西井冈山，白银湖村村

民邱冬华贴上新对联———

　　上联：“脱贫全靠惠民策”；

　　下联：“致富迎来幸福春”；

　　横批：“共产党万岁”。

　　90多年前的1928年，邱冬华的曾祖父、当过教书先生的邱启山也

写下一副对联，那一年中国共产党人打土豪分田地，制定《井冈山土地

法》，穷苦农民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

　　上联：“分田不忘共产党”；

　　下联：“幸福牢记毛委员”；

　　横批：“共产党万岁”。

　　两副对联，一样的横批，铭记着共产党人的不变承诺。

　　从土地改革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历史性扫除了导致中国人深

陷贫困的制度根源。

　　从以“五保”制度和特困群体救济为主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到实

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减贫，中国实现绝对贫困人口的急剧减少。

　　“剁开一粒黄土，半粒在喊渴，半粒在喊饿。”甘肃的定西、河西和

宁夏西海固，合称“三西”，曾是中国最穷的地方。

　　40多年前，联合国专家考察后留下令人绝望的评价：“这里不具

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

　　1982年，中国启动“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计划，首开人类历史上有

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的先河。

　　1994年，新中国第一个有明确目标、对象、措施和期限的扶贫开发工

作纲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

　　进入21世纪，中国实施两个为期十年的农村扶贫开

发纲要，两次提高扶贫标准。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阜平考察时这样强调。

　　截至2012年底，现行扶贫标准下尚有9899万农村贫

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10.2%，比全球90%以上国家的人

口都多。而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

的10%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

　　8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顶风雪、冒酷寒、踏泥泞，翻

山越岭、跋山涉水，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先

后调研指导20多个贫困村。

　　有农民夫妇记得，习近平总书记盘腿坐在他们的炕

上，拉家常。有林业职工说，总书记在他家察地窖，摸火

墙，看年货。有村支书想起，总书记问村里“去年有多少

人娶媳妇儿”。还有古稀老人面对总书记竖起大拇指，说

“你呀，不错嘞！”

　　从黄土地上走来的习近平，始终和“平凡的世界”中的

父老乡亲心连心。当年在梁家河插队时，他最大的愿望是让

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到了河北正定，他甘冒风险也要摘了

“高产穷县”的帽子。在福建宁德，他带领探索“弱鸟先

飞”的脱贫路。一直到浙江、到上海、到中央，扶贫这件事，

他始终“花的精力最多”……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部署、亲自督战，中国

减贫进入脱贫攻坚新的历史阶段———

　　绵延起伏的武陵峻岭，如诗似画的湘西风光，在作家

笔下“美得让人心痛”。而大山阻隔、交通闭塞、发展滞后，这

里也曾“穷得让人心痛”。

　　走进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苗寨，村民石拔三大姐家

的火塘挂满了腊肉。

　　“总书记揭开我家粮仓，问我粮食够不够吃？种不

种果树？养不养猪？他还走到猪栏边，看我养的猪肥

不肥。”她对7年多前习近平总书记到她家的场景记忆

犹新。

　　那时，石拔三家暗黑的房里，唯一的电器是一盏5瓦的节能灯。如

今，她家添了液晶电视、电风扇和电饭煲，还在家门口摆起了小摊。

　　2013年深秋，习近平总书记在苗家黑瓦木楼前一小块平地上，首

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

扶贫”的重要指示。

　　为什么要精准扶贫？

　　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手榴弹炸跳蚤”是不行的。抓扶贫切忌

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要一件事一件事做。

　　此后，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核心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具体要求。

　　2015年，脱贫攻坚成为总书记紧抓不放的工作主线：年初考察云

南贫困地区指出“时不我待，扶贫开发要增强紧迫感”；春节前夕在延

安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3月在全国两会提出

“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之后到多地调研，提出“用一套政

策组合拳，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外媒体

注意到，党的文件把“扶贫攻坚”改为“脱贫攻坚”。

　　11月，“史上最高规格”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举行，吹响脱贫

攻坚战的冲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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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将于2月2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全国脱贫攻坚

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大会还将对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先

进集体进行表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

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

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

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

转播。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25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将向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

    振兴的意见》                               >> 据新华社  

　　本报北京2月23日讯 记者蔡长春 赵

婕 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周强主持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

措施。周强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

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促进服务大局、司法

为民、公正司法，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

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周强指出，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

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

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要意义，深刻阐明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点和工作要求，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了全面

动员和部署，宣示了新时代共产党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坚定决心，展现了再接再厉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奋进姿

态，为我们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法院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化思想认识，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

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

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奋力开创新时

代人民司法事业新局面。

　　周强强调，要牢牢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

目标要求、学习内容和重点安排，坚决不折不

扣落到实处。要紧紧围绕学懂弄通做实党的

创新理论，坚持学习党史与学习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贯通，做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深刻铭

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刻认

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

献，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为人民的

初心宗旨，系统掌握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学习传承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

神，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推进革命、建设、

改革的宝贵经验，坚持守正创新抓住机遇，

锐意进取开辟新局，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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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不懈奋斗。

周强主持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扩大会议强调

促进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 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梅常伟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

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

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

　　2月20日，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在北京

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

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广大官兵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

重要讲话精神，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以昂扬姿态投身强国强军伟大实践，

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

  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

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

　　北部战区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副局长杜善

国表示，在即将迎来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

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

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

当其时，十分必要。我们要充分利用战区丰厚

的红色资源推进党史军史学习。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

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长期从事党

史军史研究的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史波波

说，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

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

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

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是海军新型作战力

量的代表和海军战略转型的先锋。部队长张

叶反复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后表示，要坚

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奋力开启海军舰载航空

兵建设发展新航程。

　　武警北京总队机动一支队支队长艾均表

示，作为习主席视察过的部队，我们必须扛起

政治责任，          下转第八版

传承党的成功经验　投身强国强军伟大实践
习近平主席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起强烈反响

　　本报北京2月23日讯 记者周斌 2月22

日，中央政法委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推动政法工作高质

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会上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

意义、重点内容和工作要求，对党史学习教育进

行了全面动员部署，具有很强的政治感召力、思

想引领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指导力，为我们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陈一新强调，要认清党史学习教育的“四

大功能作用”。以史强党，从党的非凡历程中

读懂强党之路；以史资政，提高执政能力和领

导水平；以史育人，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中国梦的

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以史铸警，确保政

法队伍忠诚纯洁可靠。

　　陈一新要求，要明确党史学习教育的“六

大重点内容”。深刻领悟党的理论成果和思想

伟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深刻领悟党的领导地位和坚强核心，自觉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刻领悟党的光辉

历程和伟大贡献，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

气、底气；深刻领悟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

命，自觉站稳人民立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不懈奋斗；深刻领悟党的革命精神和优

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永葆政治本色；深刻

领悟党的历史经验和政治优势，提高应对风

险挑战的能力水平。

　　陈一新强调，要强化党史学习教育的“五

大结合实效”。党史学习教育要与服务保障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结合起来，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提供法治服务和保障；与庆祝建党百年华

诞安保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各级政法机关严

密落实安保维稳措施；与政法队伍建设结合

起来，打造政法铁军；与政法意识形态建设结

合起来，坚决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诋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错误言行作斗

争；与“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结合起来，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陈一新要求，要创新党史学习教育的“五

学方式方法”，实行领导带学、个人自学、集体

研学、机关评学、实践检学，增强党史学习教

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努力取得党和人民满

意的政治效果。

陈一新在中央政法委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

扎 实 开 展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 本报记者     侯建斌 

□ 本报见习记者 刘  欣 文/图

　　初春的北京乍暖还寒，河面上的冰层还

未完全消融。长安街上大红灯笼和中国结高

挂，喜庆的春节气氛十分浓郁。

　　大年初二早上8点刚过，《法治日报》记者

就驱车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133号——— 西

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府右街特勤站（以下称府

右街特勤站）。北望白塔寺，南依长安街，与

中南海一墙之隔，这是“共和国第一消防站”所

在地，也是距离党中央最近的消防救援队伍。

　　府右街特勤站营区不大，但井然有序。

消防指战员正在开展负重跑训练。只见值班

员一声哨响，身着全套战斗服、手拿两盘水

带、肩背空气呼吸器的两名消防员，一跃而

出像离弦的箭一样奔向终点。围在一旁的消

防指战员接替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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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第一消防站”里的“蓝朋友”

  图为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西城支队府右

街特勤站队员在国家大剧院周边执勤。

□ 人民日报记者　汪晓东　宋静思　崔　璨

　　“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

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

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

大胜利。”2020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

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指出。

　　对于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困扰千

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划上句号，这

是亘古未有的壮举，也是人类减贫史上的

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战略高度，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

突出位置，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作出

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推动中国减贫事业取

得巨大成就，对世界减贫进程作出了重大

贡献。

　　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

区、大别山区……习近平总书记倾注精力最

多的是扶贫工作，考察调研最多的是贫困地

区。总书记的不倦足迹，深深印刻在14个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山山水水；总书记的殷殷

之情，深深温暖着每一名贫困群众的心窝。

　　“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花的精力最多”“脱贫攻坚是我心里最牵

挂的一件大事”“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

众”……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的话语，映

照出人民领袖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彰显着百

年大党的使命与担当！

　　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为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极大增强了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彻底改变了贫

困地区的面貌，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提高

了群众生活质量 ，“两不愁三保障”全面

实现。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我们还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脚踏

实地加油干，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

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

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

庄严承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

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以这一极为生动、凝练

的表述，对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作出新的时代诠释。

　　2017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外

记者见面时，再次强调“我们要牢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千百年来，小康

一直是中国人民最朴素的愿望和憧憬。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党向人民、向

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是“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

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

的小康 ，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

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2年12月底，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

工作时指出。

　　总书记强调：“深入推进扶贫开发，帮助

困难群众特别是革命老区、贫困山区困难群

众早日脱贫致富，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

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

疗、住房，是中央确定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第二次到地方调

研，就到了河北阜平县，后来又去了不少贫

困地区。我到这些地方调研的目的只有一

个，就是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2014年全

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贵州代表

团审议时指出。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

一定要多到农村去，多到贫困地区去，了解

真实情况，带着深厚感情做好扶贫开发工

作，把扶贫开发工作抓紧抓紧再抓紧、做实

做实再做实，真正使贫困地区群众不断得到

真实惠。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

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

的。这就是我常说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的涵义。”2015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指出。

　　“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

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

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我到过中国绝大部分

最贫困的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贵州、

云南、广西、西藏、新疆等地。这两年，我又去

了十几个贫困地区，到乡亲们家中，同他们

聊天。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我感到揪心。他

们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2015年10

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

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深情回忆，“25年前，

我在中国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我记住了中

国古人的一句话：‘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

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

为之悲。’至今，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是脱

贫攻坚，最突出的短板在于农村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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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的跨越　新奋斗的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重要论述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