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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上海5月21日电 （记者 周倜）
2017全国皮划艇锦标赛暨全运会预选赛今
天闭幕。 经过5天激战，湖南皮划艇队收获2
块单项金牌，6张全运会决赛入场券。

继昨日夺得500米女子单人皮艇金牌后，

老将周玉今天再下一城。在200米女子单人皮
艇决赛中， 周玉作为全运会该项目的卫冕冠
军以43秒45的成绩成功问鼎， 收获个人在此
次赛事的第二枚金牌。

在今天其他项目决赛中，我省小将的表

现可圈可点： 丁来仪获200米男子单人皮艇
第七， 陈晨与毛娟在500米女子双人皮艇中
名列第十二，均成功入围全运会正赛。 加之
昨日三张入场券到手，至此，湖南皮划艇队
共取得6席全运会决赛资格。

� � � �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记者 蔡矜宜 ）
在北京时间21日进行的NBA西部决赛第3
轮较量中， 勇士队客场120比108再胜马刺
队，以总比分3比0拿到赛点。至此，勇士队季
后赛开局豪取11连胜，追平了2000-2001赛
季湖人队创下的NBA历史纪录。

连续两轮以总比分4比0横扫开拓者和
爵士队， 进入西部决赛的勇士队继续神勇，

手握赛点的他们距离总决赛仅一步之遥。值
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前库里的季后赛总得
分为1774分， 仅次于勇士队名宿巴里（1776
分）。第一节比赛开始不久，库里就投进一个
底角三分球，从而成为勇士队史季后赛得分
王。 全场比赛，库里拿下21分和6个抢断。

本场的另一位关键先生无疑是杜兰特，
他全场拿到33分和10个篮板。 仅在第三节

阿杜就独得19分， 6投5中 （命中率83.3%），
刷新生涯季后赛单节得分纪录。 近10年，
仅有1名球员在分区决赛或总决赛单节交出
如此高命中率的成绩单， 他就是勒布朗·詹
姆斯。 此外， 汤普森贡献17分， 麦基成为
勇士奇兵， 他在不到13分钟内得到16分。
双方第四回合较量将于北京时间23日继续
在马刺主场进行。

2017全国皮划艇锦标赛暨全运会预选赛结束

皮艇湘军揽6个全运会决赛席位

轻取马刺获赛点

勇士距总决赛一步之遥

� � � � 5月21日，湖南省直单位首届五人制足球赛在长沙收官。 共有28个省直单位的300多名选手
参赛，经过6个比赛日的争夺，湖南律师协会和湖南日报队分获冠亚军。 图为队员们在奋力拼抢。

湖南日报记者 王立三 摄

省直单位首届五人制足球赛收官

� � � � � �荨荨 （上接1版）
人民不会忘记———连续5年，每年春节前

夕，习近平总书记都要专门看望贫困群众。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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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曾满怀深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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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脱贫攻坚，
亲力亲为抓扶贫工作。 这源于他40多年来从
农村到县、市、省、中央的工作过程中始终牵
挂贫困群众的扶贫情结， 源于他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担
当。”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

2015年11月27日，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
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的冲锋
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
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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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 中西部22个省区市的党政主要负
责同志向党中央签署了脱贫攻坚责任书。在
此基础上，省、市、县、乡、村层层签订脱贫攻
坚责任书。

“五级书记抓扶贫”，这是中国的特色，更
是中国的决心。

今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
强化领导责任、 强化资金投入、 强化部门协
同、强化东西协作、强化社会合力、强化基层
活力、强化任务落实。

“在实践中，我们形成了不少有益经验，
概括起来主要是加强领导是根本、 把握精准
是要义、增加投入是保障、各方参与是合力、
群众参与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这“七个强化”和“五条经验”，是以战略
思维谋大局，以系统思维汇合力，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导。

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指挥下，全党
全社会广泛动员、合力攻坚的局面迅速形成。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决定》发布，成为指导脱贫攻坚的纲领性文件。

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细
化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中办、国办出台11个配
套文件。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出台118个政
策文件或实施方案。 全国各地相继出台和完
善“1+N”的脱贫攻坚系列举措……

产业扶贫、 易地扶贫搬迁、 劳务输出扶
贫、交通扶贫、水利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
贫、金融扶贫、农村危房改造、土地增减挂钩、
水电矿产资源开发资产收益扶贫……因地制
宜，种种“加强版”、“创新版”的脱贫攻坚方法
不断推出，很多“老大难”问题有了针对性解
决方案。

今天的脱贫攻坚道路上，一套中国特色、
行之有效的脱贫攻坚责任体系、政策体系、投
入体系等四梁八柱性质的顶层设计谋篇布局
基本完成，一块块硬骨头正在啃下来：

———2013年至2016年， 农村贫困人口每
年都减少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
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
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

世界银行中国蒙古韩国局局长郝福满表
示：“毫无疑问， 中国将继续推动全球消除贫
困的进程，并向世界表明，实现包容性增长和
为最贫困人口提供更好的机会皆有可能。”

找准“穷根” 合力攻坚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

是扶贫实践的中国智慧， 是世界
减贫事业的中国贡献

湖南省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 走进村
民杨秀富的农家小院，五张餐桌摆放整齐，冰
柜、碗柜等物品一应俱全。游客们在这里大快

朵颐的同时， 还能细细品味独具特色的苗家
美景。

“农家乐是去年1月份开的。”杨秀富笑呵
呵地说。他之前养过羊，随着村子里游客越来
越多，便开始“转型”做起了农家乐，没想到生
意出奇的好。“去年最多的一天来了50位客
人，要请乡亲们过来帮忙才行。”

杨秀富夫妇不会忘记， 这个农家乐是在
扶贫工作队和村支两委的帮助下建起来的。
2016年，杨秀富一家收入达到4万元，成了村
里根据自身情况精准脱贫的典型。

产业兴村、旅游兴村全面发力，由深度贫
困村到136�户贫困户全部脱贫摘帽， 十八洞
村气象一新。

3年多前，习近平总书记翻山越岭来到这
个贫困村，走进多个低保户、特困户家，仔细
了解村民的生产生活情况， 提出了“精准扶
贫”理念，成为扶贫工作的基本方略。

为什么讲要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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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
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强调，
要“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
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

当中国全面吹响脱贫攻坚战的号角时，
这一理念上升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
略，对农村扶贫开发的瞄准机制、扶贫手段、
组织体制等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对精准脱贫、摘掉穷帽子，习近平总书记
具体提出了四点要求：

———设定时间表，实现有序退出，既要防
止拖延病，又要防止急躁症。

———留出缓冲期， 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摘
帽不摘政策。

———实行严格评估，按照摘帽标准验收。
———实行逐户销号，做到脱贫到人，脱没

脱贫要同群众一起算账，要群众认账。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与

人大代表讨论时再度强调，当前脱贫工作，关
键要精准发力，向基层聚焦聚力，有的需要下
一番“绣花”功夫。

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 重在提高脱贫
攻坚成效，关键是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
制，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
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

———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确保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把
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以

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
2014年4月至10月，全国扶贫系统组织了

80万人进村入户， 共识别12.8万个贫困村、
8962万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录入信息，实行
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 把真正需要扶贫的人
扶起来。

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 全国扶贫系统
又动员了近200万人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
补录贫困人口807万， 剔除识别不准人口929
万，识别精准度进一步提高，精确锁定了脱贫
攻坚的主战场。

不久前， 国务院扶贫办组织各地对2016
年脱贫真实性开展自查自纠，245万标注脱贫
人口重新回退为贫困人口。 建档立卡使我国
贫困数据第一次实现了到村到户到人。

各地还总结出诸如“先看房，次看粮，再
看学生郎，四看技能强不强，五看有没有残疾
重病躺在床”等评定程序，让扶贫工作更具操
作性。

———解决好“谁来扶”的问题。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加快形成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
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
作机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
考核到位。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党，在党的各级
干部。

2016年10月，中办、国办印发《脱贫攻坚
责任制实施办法》，从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
县落实、合力攻坚、奖惩等方面对落实脱贫攻
坚责任制全面作出安排部署。 务实有效的扶
贫管理体制安排， 让党中央决策部署有效传
导到最末梢的基层干部。

为确保脱贫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
检验， 党中央明确要求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
估制度。2015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首
次组织开展了对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工作成
效的试考核， 根据试考核情况对中西部20个
省份开展了督查，对2个省份开展了巡查。

今年元旦后， 又组织开展了2016年省级
党委和政府扶贫工作成效正式考核。476名司
处级干部组成交叉考核工作组分赴各地，对
22个省份的2016年脱贫攻坚成效进行综合分
析。

为了使脱贫成效更客观真实， 今年1月，
有关机构组织了1756名评估人员，对15000个
建档立卡贫困户和6600个脱贫户开展第三方
评估。

———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 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
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发展生产脱贫一

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这是精准施策、全方位出击的基本战术。
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

贫、生态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在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统领下，社会各
界、各行各业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因地制宜
因人而异采用多种手段， 一系列脱贫创新实
践正在各地蓬勃开展， 众人拾柴汇聚起澎湃
的“巨能量”。

在精准扶贫实践中，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
对口支援承担了重要使命。 在东部地区支援
西部地区20周年的重要节点上，2016年7月20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
贫协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东西部
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
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
的大布局，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
富裕目标的大举措。

此后，东西部扶贫协作向纵深推进，东部
发达地区267个经济较强县市区结对帮扶西
部地区406个贫困县，并实现对30个民族自治
州全覆盖，增强了扶贫的针对性有效性。

积土而为山， 积水而为海。 实施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成效。去
年我国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240万人， 这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连续第4年减贫超过1000万人。

面对中国反贫困的巨大成就， 全球为之
瞩目和赞叹。

不久前， 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全球减贫
伙伴研讨会上，来自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
织、国际农发基金等国际机构的代表认为，中
国精准扶贫的理论和实践表明， 良好的政治
愿景、科学的扶贫战略、适宜的政策措施，实
现整体脱贫是完全可能的。中国的成功实践，
对推进世界减贫事业具有重要启示。

实字当头 以干为先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群众

主体， 这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动力源
泉，是走向伟大复兴的可靠保障

在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中， 这是两个
意义深远的节点———

今年2月26日，江西井冈山宣告在全国率
先脱贫摘帽， 向长眠在这块红土地上的4.8万
多名革命烈士奉上最好的告慰。

一个月后， 河南兰考也宣布摘下贫困的
帽子。 曾经的风沙盐碱地， 如今经济社会繁
荣、百姓安居乐业。

昔日最苦最穷的革命老区、黄河滩区，如
今率先脱掉了贫困帽。 探究两个地方的脱贫
密码，最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党员
干部冲在第一线、干在最前列，凝聚起广大人
民群众改变命运的斗志和力量。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脱贫攻坚的
火车头就是党支部。”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到河北省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村考察
时说，“派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这些举措都
有了，关键是要夯实，发挥实效。第一书记要
真扶贫，扑下身子在这里干”。

壮志如铁,万里豪情同日月。打赢脱贫攻
坚战，党员干部把职责扛在肩上，把任务抓在
手上———

六盘水市大湾镇海嘎村海拔2900多米，
是贵州海拔最高的自然村。2010年，28岁的杨
波从六盘水市钟山区民宗局的一名干部，成
为这个山村的第一书记。那一年，村里的人均
收入才1600多元，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村民
大多住茅草屋、吃望天水。没有路、没有网、没
有手机信号。

6年的时间，杨波带领全村干部群众一起
引进项目、发展产业、引水灌溉……这个“藏
在” 石旮旯中的山寨发生了巨大变化：1325
个贫困人口减少到163人， 村集体经济从零
增长到30万元， 村民人均年纯收入增长到
7230元。

在全国各地脱贫攻坚战场上， 活跃着一
大批像杨波这样的扶贫干部。从“西海固”到

西南边陲，从乌蒙山区到秦巴腹地，贫困村里
的“新面孔”渐渐成了乡亲们喜爱的老熟人。

党中央要求， 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
队（组），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要实现
全覆盖。截至2016年末，全国共选派77.5万名
干部驻村帮扶， 选派18.8万名优秀干部到贫
困村和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
记。

他们推动各项扶贫措施落实落地， 打通
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如同星星之火一般
燃起了贫困群众的脱贫之梦。 一些扶贫干部
甚至还把生命献给了自己奋斗过的那片热
土。

2016年4月，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扶贫办
印发《关于脱贫攻坚期内保持贫困县党政正
职稳定的通知》，明确贫困县党政正职在完成
脱贫任务前原则上不得调离。脱贫摘帽后，仍
要保持稳定一段时间。830个贫困县党政正职
脱贫攻坚期内保持稳定，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万夫一力，天下无敌。打赢脱贫攻坚战，
社会各界形成强大的动员力———

“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
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
扶贫等多方力量、 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
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

今年3月，三峡集团收到来自云南中医学
院的大学生汉庆梅的一封来信。 她是三峡集
团资助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
怒族自治县140名大学生的其中之一。正是这
份助学金， 让她得以走出大山， 开启多彩人
生。“十三五”期间，三峡集团计划投入20亿元
支持云南省的怒族、普米族和景颇族3个人口
较少民族脱贫攻坚。

党政机关定点扶贫、 社会扶贫也快马加
鞭推进。全国17.68万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参加， 帮扶覆盖全国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
村；68家中央企业开展“百县万村”行动，全国
工商联动员2.65万家民营企业开展“万企帮万
村”行动……

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
即使相距千里、山水相隔，人们却因一个共同
目标心手相连，改变着共同的命运。扶贫协作
道路集中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
大优越性， 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
特征。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 发挥其主体作

用， 提高其发展能力， 既是关键， 更是目
的———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我们坚持开发
式扶贫方针， 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
径，既扶贫又扶志，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
提高其发展能力，发挥其主体作用。”

今年4月，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
族乡团结村正值春耕，田野里一片忙碌。村民
徐国太从田边的蓄水池中取水浇灌秧苗。稻
田里养点鱼，今年预计能产2000多斤。

幸福地看着满眼新绿， 徐国太忘不了往
昔在贫穷日子里的挣扎：“以前我们这个地方
有个顺口溜———干包沙（玉米）梗死人，要吃
大米饭，只有（年）三十晚。”

没有水， 老村支书黄大发带着数百个村
民，钢钎凿、风钻敲，硬是在峭壁悬崖间挖出
一条10公里的“天渠”，润泽了当地1200多人。

如今，村头村尾，新栽下的柚子树已吐新
芽，翠绿欲滴。一条清澈的“大发渠”，滋润着
这个小山村。田野里孕育着新的希望。

从“要我干”到“我要干”，再也没有比幸
福的追求更能凝聚巨大的热情与能量。

把人民放在心上，把使命扛在肩上，没有
什么力量比上下同欲更为气势磅礴。

党的十九大将要召开， 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近在眼前。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一定能打赢脱贫攻坚
战，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中
华民族必将在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中书写光
辉灿烂的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庄严的承诺 历史的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脱贫攻坚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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