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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

中国为全球减贫
作出最大贡献

� � � �坚持政府主导战略、 实行开发式扶贫方
针、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
体”扶贫模式、动员全社会力量扶贫济困……
所有这些经验铸就了“中国式减贫”，在世界
减贫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中国印记。

“中国式减贫”，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
人口最多的国家， 也成为世界上率先完成联
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
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
速度之快也是绝无仅有！ ”

联合国官员们对中国减贫取得如此巨大
成就的原因做过深入细致的思考和研究。 古
特雷斯强调，统筹兼顾、步调一致是中国减贫
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此言不虚，中国减
贫史就是最好佐证。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中国就正式启
动了大规模扶贫。 90年代，《国家八七扶贫攻

坚计划（1994-2000年）》发布，开启了制定扶
贫计划的先河； 进入21世纪，《中国农村扶贫
开发纲要（2001-201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
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两份纲领性文件
先后发布，引领着扶贫事业不断前进。

中共十八大以来， 脱贫攻坚成为干部群
众戮力同心的国家行动。2015年11月，中央扶
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对脱贫攻
坚任务作出部署， 以确保到2020年中国现行
标准下农村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不少国际人士认为， 中国在减贫事业中
能确保全国一盘棋， 关键在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 同时，机制优势也是中国减贫事业
硕果累累的重要因素之一。

古特雷斯指出， 中国拥有一个专门负责
扶贫工作的跨部门领导机构———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 这个小组由来自政府各个部

门的成员组成。 他对该小组在减贫中所发挥
的领导作用表示赞赏。

“这种机制让减贫中出现的所有相关问
题都可以得到处理， 并使各项减贫措施得到
全方位落实。 ”古特雷斯强调。

在另外一些联合国官员看来， 中国减贫
工作之所以能扎实、有效推进，与中国政府的
领导力密切相关。

海伦·克拉克说：“中国领导层正积极建
设包容性增长模式， 为减贫创造各种机会和
条件。 ”

从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决定》，到国务院扶贫办组织开展扶
贫开发成效考核， 从改革考核机制到整合扶
贫资金、激活金融活力，到构建省市县乡村五
级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
所有这些都让国际组织对中国政府在减贫工
作中的领导力刮目相看。

� � � �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联合国不少官员对中
国的精准扶贫赞赏有加。 古特雷斯就是其中一
位。 他指出，中国的减贫成就显示，减贫努力需要
精准意识，要统筹兼顾，要有长期的战略规划。

古特雷斯讲这番话是基于对中国减贫实
践的深刻理解。

在推进减贫事业中，中国政府致力于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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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解决好“扶持谁”的问
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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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
基本方略， 中国各地纷纷为贫困人口建档立
卡、准确识别，确保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
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
准、脱贫成效精准，实现脱贫全覆盖，从而让政

策红利更精准、 更公平地惠及广大贫困群众，
不断激发内生动力。

“中国的减贫模式是正确的。”联合国粮农
组织高度评价中国的脱贫攻坚基本方略。

在古特雷斯看来，经济持续增长和结构转
型也对中国减贫努力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中国的成功说明， 经济持续增长和结构转型
带来的就业和收入增加，对中国的减贫事业也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说。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扶贫开发投
入力度，提高了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央
基建投资用于扶贫的资金的增长幅度，中央财
政一般性转移支付、各类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
支付都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 此外，中国省
级财政、对口扶贫的东部地区也相应增加了扶
贫资金投入。而确保扶贫资金的投入离不开中
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 � � �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 对联
合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减贫事业产生了巨大推
动作用。 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评价。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
示， 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降
至2015年的8.36亿，中国在其中的贡献率超过
70%，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本·滨瀚近日指出， 亚洲曾是全球最贫困的大
洲之一， 但现在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
之一。 经济的快速发展帮助亚洲人民提高了
生活水平，减轻了贫困状况。他说：“很明显，中
国是这一成绩的最大贡献国。 ”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马文森近日也
表示，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消
除贫困是其中之一。 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整
个脱贫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古特雷斯认为， 中国的巨大成功和在减
贫方面所取得的骄人业绩对全球产生了积极
的“溢出效应”。 他强调，通过分享成功经验和

失误教训， 中国能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寻
找到最好和有效的减贫政策。

2016年10月，来自马拉维、加纳、肯尼亚
等15个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官员来到北京，参
加“2016年发展中国家公共服务与减贫官员
研修班”。 中国扶贫开发的成功经验已成为一
张亮眼的国家名片， 吸引着广大发展中国家
有关官员不远万里前来取经。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中国在致力于自
身消除贫困的同时， 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
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
国家消除贫困。中国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 大洋洲的数十个国家提供了医
疗援助，还先后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
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

从受援国到援助国， 从贫穷落后到减贫模
范，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为
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不懈奋斗，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宽广视野和
博大胸怀。 （据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制度优势与杰出领导

精准扶贫与经济增长

中国减贫的“溢出效应”

� � � � 近年来，河南省
内黄县积极引导农
民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大力发展新型温
棚蔬菜种植，为当地
群众开辟出一条脱
贫增收的新路径。 图
为6月12日， 工人在
管理无土栽培蔬菜。

新华社发

“勇者”比比皆是

最近一年多， 嘉禾县接连发生多起见义
勇为的英雄行为，被各级媒体争相报道，引起
各界广泛关注。

2015年11月22日， 在嘉禾县广发镇休假
的现役军人刘旺与哥哥刘勇， 正在菜地里干
活，突然听到附近马路上传来一声巨响。刘旺
飞奔过去，见一辆小轿车侧翻在路边水沟里，
汽车前排座位上卡着一男一女， 女子由于出
血过多已昏迷。危急时刻，刘旺用手扒开碎玻
璃钻进车里，一边给伤者止血，一边拨打急救
电话，迅速将伤者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2
名伤者均脱离了生命危险。

2016年5月31日， 嘉禾县退休法官陈族
会，听到村口传来“有人落水了”的呼救声，他
不顾自己年纪大了，快速跑到村口舂陵河岸，
将不幸滑入水中的邻村学生周佳杰救起，并
通过做人工呼吸，把周佳杰从“死神”手中救
了回来。其事迹经中国新闻网等媒体宣传后，
陈族会被誉为“英雄法官”。

2016年9月12日， 嘉禾县塘村镇的黄亮、
周命军等4位年轻人在高速公路上，遇见一辆
侧翻的车辆，车正在燃烧，浓烟滚滚，车中有
人被困。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将车中一对夫妻
抢救出来。事后，被救者说，如果救援再迟一
点，人和车子就会在爆炸燃烧中化成灰烬。黄
亮、周命军等人的事迹先后被新华社、中央电
视台等几十家媒体报道，一时间成了“网红”。

2016年10月26日， 在深圳打工的嘉禾县
石桥镇人周益飞，在深圳地铁不顾个人安危，
徒手力战“色狼”，身中数刀，特别是下巴被
刺，伤口很深，血流不止。但周益飞仍顽强与
歹徒搏斗，最后在地铁民警、保安和群众一起
努力下，将歹徒制服。

“着火啦！有房子着火啦！”今年2月12日
晚， 嘉禾县大涌镇安堂社区长堤街一间旧民
宅起火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正准备休息的
李桥彬听到呼叫后，迅速跑去救火。他两次冲
进火海中，救出了一名小男孩。

今年5月16日上午，一辆外地小车行驶至
岳临高速嘉禾县普满乡观音山路段时， 因突
发故障，失控撞到高速公路护坡上，两名司乘
人员受了重伤。当时，正在高速公路旁不远处
的嘉禾县普满乡车业村村民曾牛仔、 曾贱仔
等人，放下手中的活，跑到现场撬开车门，救
出了伤者……

这样的事，在嘉禾不知发生过多少。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嘉禾不愧是勇者之乡。

“基因”源远流长

嘉禾人杰地灵，自古以来英才辈出。
嘉禾县史志办主任肖苏利告诉记者，从

被太平天国首领杨秀清、石达开视为“铁杆兄
弟”的嘉禾义军首领尹上英，到被孙中山誉为

“湖南最热心之革命同志”的李国柱；从由毛
泽东介绍入党的我党早期党员李庠、唐朝英，
到为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黄益善、李弼廷
等革命先烈；从抗日名将李必蕃将军，到中华
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萧克等， 他们都秉承了
嘉禾人勇于拼搏，敢于担当，不怕流血牺牲的
精神。在抗日前线以身殉国的李必蕃将军，牺
牲前用军用地图反盖于胸， 并在地图上提笔
写下遗言：“误国之罪，死何足惜，愿我同胞，
努力杀敌。”

在嘉禾这块土地上， 侠肝义胆、 杀身成
仁、见义勇为的“基因”源远流长，得到一代代
嘉禾人传承与弘扬。

“近24年来，我们县里先后有125人获评

县级或县级以上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嘉禾县
综治办主任罗贤军拿出一本厚厚的见义勇为
登记册，里面记载着见义勇为者的事迹，有智
擒诈骗嫌疑人的李四禾、李四苟，有面对持刀
抢劫歹徒挺身而出的周作刚， 有60多岁仍奋
不顾身下水救人的坦坪镇西车村老党员陈圣
儒，有以一敌二、勇擒盗贼、身中5刀的李三
仔，还有勇斗身上绑满炸药的歹徒、智夺其枪
支的塘村镇人周四安， 有获评省见义勇为先
进个人的4勇士———雷纪红、李土成、李至维、
罗兰生……

在边境作战中英勇负伤的特残退伍军人
肖成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感慨地说：“我出
生在开国上将萧克的家乡———嘉禾县袁家镇
小街田村，从小听到不少萧克将军的故事，对
人民解放军无比崇敬和热爱。”1978年，20岁
的肖成文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成为光荣的人
民解放军战士。在边境作战中，他和战友结下
了深厚情谊，有一张他与战友的合照，他珍藏
至今。

“照片中很多战友，在一个多月的战斗过
后，再也没有回来。”肖成文满含热泪告诉记
者，他负伤退伍回到家乡后，每天起床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用一双手仅存的两根手指， 擦拭
照片上的灰尘，然后端详着照片上的人，大声

念出每个人的名字。
退伍返乡后几十年， 肖成文的这个习惯

一直没有改变。他说，怕自己随着年龄增长，
忘记了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

“教育”花红果硕

在嘉禾县，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见人险难
或路遇不平，能勇敢站出来？走在嘉禾这块有
温度、有爱心的热土上，记者不断寻找答案。

嘉禾县关工委主任李启详说，近10年来，
他们每年都要组织一些战斗英雄和各方面的
典型人物， 到全县中小学校开展革命传统教
育，巡回宣讲爱国主义精神等。退伍军人肖成
文就是义务宣讲团中的一员， 他已在全县10
多所中小学校义务宣讲100多场次。

嘉禾县珠泉中学老师张日忠感慨地说：
“肖成文是我们学校的义务德育老师。 多年
来， 他每个学期都要到学校给师生们讲怎么
爱国，怎么报效祖国，每次宣讲都会给师生们
带来一次心灵洗礼，大家收获很多。”

不仅如此， 肖成文还承担着一项重要任
务———防止未成年人进网吧。 虽然只是尽尽
义务，但肖成文毫不含糊，每天都会定期巡视
他负责的每一个网吧， 向网吧业主宣传有关

政策，对进入网吧的未成年人进行耐心教育。
目前，在嘉禾县，像肖成文一样的义务宣

讲员有200多人，为下一代人健康成长默默付
出。

多年来， 嘉禾县十分注重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据县委主要负责人介绍，县里每
年都要组织一些有意义的教育活动， 比如评
选“十星级”文明户、“最美嘉禾人”“孝亲敬老
模范”等。县委、县政府除了重视宣传英雄人
物外，还每年拿出一笔资金奖励见义勇为者，
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正能量， 让全县人民学有
榜样。

当地人还有一种说法，作为革命老区，嘉
禾人骨子里传承着一种红色基因， 有着顽强
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遇事好打抱不平，敢
于挺身而出。

在嘉禾县文明办， 挂着一块牌匾， 上书
“讲好嘉禾故事，传递嘉禾声音”，特别醒目。
县文明办主任雷剑辉说：“每年县里都会在全
县范围内，开展一系列活动，宣传正确的世界
观、价值观、人生观，积极倡导全县人民向见
义勇为的英雄人物学习。”他说，持之以恒促
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为构建和谐社会
营造了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大环境， 所以嘉禾
见义勇为的感人之事才会不断涌现。

� � � � 我省面积最小的县———郴州市嘉禾县，24年来，
有125人获评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勇者嘉禾”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邓和明

嘉禾是我省地域面积最小的县。在这样一个“小”县，见义勇为蔚然成风，先进人物层出不穷。
近24年来，该县共有125人获评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受到县级或县级以上表彰，其中省级见义勇
为先进个人11人、郴州市级20人。近一年多来，就有15人获评县级以上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谈起
这一现象，郴州市委政法委负责人称之为“勇者嘉禾”。

6月上旬，记者到该县采访，了解到当地众多见义勇为先进人物来自不同的阶层，他们中有退
休老干部，也有年轻的企业家，有现役军人、在外务工人员，还有基层的普通居民。

嘉禾义军首领尹上英雕像

“湖南最
热心之革命
同志”李国柱

抗日名将李必蕃将军雕像

开国上将萧克

毛泽东介绍入党的
早期党员黄益善

制图/刘铮铮

历史上的嘉禾人杰

� � � � 6月13日，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次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马朝旭代表140多个国家，发表了题为“共同
努力消除贫困，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联合声明。

“我们不应忘记，过去十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初这样评价中国的减贫成就。近日，他又通过其发言
人迪亚里克就减贫话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从谈话内容不难看出，中国减
贫成就给联合国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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