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农办等11部门印发指导意见

推进文明乡风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为了有效遏制农村陈规陋

习，树文明新风，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中组部、中宣部、中
央文明办等11个部门，近期共同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
易俗 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 对文明乡风建设作出全
面部署。

指导意见提出，争取通过3到5年的努力，文明乡风管理
机制和工作制度基本健全， 农村陈规陋习蔓延势头得到有
效遏制，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亲敬老等社会风尚更加浓
厚，农民人情支出负担明显减轻，乡村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
提高，农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指导意见明确了总体要求和重点工作举措。 主要内容
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依靠群众，要依法依规，加强教育
引导，坚持因地制宜。要以党风政风引领农村新风，落实农
村基层党组织责任， 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
用。在相关法律法规修订中要增加文明乡风建设相关内容。
对不赡养、虐待父母等行为要加大惩处力度。建立正面激励
机制，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中央农办副主任、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表示，“十里
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推进文明乡风建设，要与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相适应，充分尊重当地习俗，充分考
虑群众习惯和接受程度，不搞强迫命令，不搞“一刀切”。

可持续发展战略
1995年， 一个新的概念———“可持续

发展”，被中共中央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
略正式提出，并付诸实施。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资源、能源
消耗和环境被破坏的形势日益严峻。1992
年的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以“可持续发展”
为指导方针，制定并通过了《21世纪行动
议程》和《里约宣言》等重要文件，正式提出
了可持续发展战略。

1994年3月，《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
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在国务院常
务会议上正式通过，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编制出本国21世纪议程行动方案的国家。

1995年9月，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
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
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
次使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江泽民在会上
发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
干重大关系》的讲话，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
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

根据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1996年3月，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 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条
重要的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上升为国家意
志。1997年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明确将可持续
发展战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一。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体现了中国政
府和人民对“我们生存的家园” 的深切关
怀，是一项惠及子孙后代的战略性举措，是
中华民族对于全球未来的积极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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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为帮助全军
官兵原原本本、 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
强军思想， 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
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更好用
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军委
政治工作部组织编印《习近平论强军兴

军（二）》，日前正式出版发行。
中央军委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认

真组织《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二）》学习使
用。要把学习《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二）》与
学习《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习近平强军思
想学习纲要》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

原理，真正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见成
效。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干部理论轮
训、 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和院校政治理论课
教学，特别是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和“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
军重任”主题教育，都要把学习《习近平论

强军兴军（二）》作为重要内容。广大理论工
作者要加强研究阐释， 军队新闻媒体要加
大宣传力度， 浓厚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强
军思想的氛围。 各级领导干部要学在前用
在前， 注重运用自身学习成果为官兵搞好
宣讲辅导，带动部队学习贯彻不断深入。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

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单行本， 已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本书收录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全文和中
央宣传部负责人就《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答记者
问等重要内容。

� � � �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
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
攻坚战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住
房安全有保障主要是让贫困人口不
住危房”“南方住房要注重通风，北方
住房要注重保暖”。

记者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
2013年至2019年6月，中央财政累计支
持全国1794万户贫困家庭改造危房，帮
助5700多万贫困群众住上了安全住
房，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300多万人。

告别危房进新屋
让贫困人口住得安心
坐在屋里就能看星星、 晒太阳，53

岁的贵州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玉溪
镇城关村贫困户胡康辉回忆，过去住土
坯房，透风漏雨，一到冬天冷得不得了，
现在家里暖暖和和的，再也不怕刮风下
雨了。住房被评定为危房后，政府资助
他3.5万元，建了一幢砖混结构的新房。

胡康辉住房的变化是农村危房
改造惠及贫困群众的一个缩影 。
2008年， 一场百年不遇的雪凝灾害
袭击贵州， 年久失修的农村房屋倒
塌、损坏十分严重。为此，贵州在全国
率先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计，2016
年至2018年，中央已累计支持600万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等重点对象改造
危房， 剩余的135.2万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等重点对象存量危房已在2019
年全部安排改造。

按照计划，“十三五”期间，国家

将对1000万左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到去年底已经完
成870万贫困人口的搬迁建设任务，
大部分搬迁人口脱了贫，今年剩余建
设任务将全面完成。

重实际、听民意
让贫困人口住得舒心
深秋时节， 记者沿着硬化的柏油

路驱车来到大凉山深处的四川凉山彝
族自治州昭觉县火普村。这个昔日的深
度贫困村，已经变成了白瓦灰墙、错落
有致、焕然一新的彝家新村。“居住条件
和以前比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
住得很舒服。”村民吉勒次子说。

火普村党支部书记吉色次哈告诉
记者，从2016年开始，村里修建彝家新
寨，2017年上半年全部完成，79户贫困
户全部易地搬迁，住进了客厅、厨房、
卧室、洗手间一应俱全的新房子。

舒心， 还来自对群众意愿的充分
尊重。山西省武乡县代照岭村党支部书
记窦玉龙说，村里实施易地搬迁不搞一
刀切，而是根据村民意愿，采取了县城
集中安置和就近移民安置两种方式。

35岁的牛小玲一家住进了县城
一套84平方米的房子。 她告诉记者，
这主要是考虑到孩子上学方便，小区
里还有扶贫车间， 可以从事服装加
工，每月收入能有2000元。

但是，对于“五保户”等特殊困难群
体， 武乡县归拢资金建设一批周转房，
进行集中安置。武乡县型庄村周建唐等
8名“五保户”去年就住进了村里建好的

有取暖设备的“幸福之家”小院。他们
说：“在这里住得安心，也很温暖。”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说，
通过创新推广政府引导、 群众主导、专
业机构参与的工作机制，提升了老百姓
在农房改造中的主人翁意识，幸福感和
获得感倍增，农房改造的多方参与模式
成为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的“生动实践”。

可就业、可发展
让贫困人口住得放心
安居乐业不分家， 住上好房子，

挣到“红票子”，才算好日子。记者采
访发现，一些地方，危房改造已成为
贫困人口的增收“助推器”。

2018年2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火
普村调研时指出，易地扶贫搬迁是实
现精准脱贫的有效途径，一定要把这
项工作做好做实。搬迁安置要同发展
产业、安排就业紧密结合，让搬迁群
众能住下、可就业、可发展。

火普村党支部书记吉色次哈告
诉记者， 在四川省农科院支持下，村
里从2018年开始引进西门塔尔牛、高
山草莓、 大棚蔬菜等特色种养项目，
现在已经初步见到效益，村里也开始
有了集体收入。

指着山下的一片片白色塑料大
棚，火普村村民吉勒次子说，他家和
其他三户村民承包了村里专业合作
社的15亩大棚种植羊肚菌，今年收入
了12万元， 与合作社五五分成后，每
家净挣了1万多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经中央军委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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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峥嵘岁月 安居之下，好日子如歌
———脱贫攻坚让农村贫困人口住进安全温暖的新家

我国脑卒中防控取得积极成效
每年10月29日为“世界卒中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