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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文 化

■ 新华社记者 周圆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
侯雪静 胡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
日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
皮书。

白皮书全面回顾 100 年来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与贫困
作斗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
部署、亲自督战，汇聚全党全国全
社会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波澜

壮阔伟大历程，全景式反映中国减
贫事业发展成就和世界贡献。

白皮书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开
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崭
新历程。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中
国发展，中国减贫进程加快推进。
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减贫进
入脱贫攻坚历史新阶段。中共十
八大以来，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

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白皮书指出，脱贫攻坚战对中
国农村的改变是历史性的、全方位
的，是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
命，深刻改变了贫困地区落后面
貌，有力推动了中国农村整体发
展，补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
出短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奠定了坚实基础。脱贫攻坚战全
面胜利，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历
史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实现
了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百年夙
愿。

白皮书说，占世界人口近五分
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
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不仅是中
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大事件，也是人类减贫史乃至人
类发展史上的大事件，为全球减贫
事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
重大贡献。

白皮书除前言、结束语外，共包
括五个部分，分别为中国共产党的
庄严承诺、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全
面胜利、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为人类
减贫探索新的路径、携手共建没有
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6 日发布
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记录了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
历程。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中国人民在创造美好生活、实
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
的一大步。

每一个中国人都参与并见证
了这一大事件。正如白皮书所说，
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也是人类减
贫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
件。这一“大事件”来自一个“大事
变”，就是 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从领导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
其田”，到新中国开展土地改革，废
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中国摆脱贫穷落后、人民
共享繁荣，获得了最基本制度保证。

致富光荣，共同致富。从改革
开放一开始就提出“贫穷不是社会

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到党
的十八大后提出“小康不小康，关
键看老乡”“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
地区、一个贫困群众”重要论断，中
华民族实现千年梦想、百年夙愿的
奔梦路上，一个人都不会少。

共同富裕，既是物质意义上
的，更是精神意义上的。脱贫攻坚
既取得了物质上的累累硕果，也取
得了精神上的累累硕果。脱贫攻坚
唤醒了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极大提振和重塑了贫困群众的

精气神，全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也从
中得到升华。城乡一盘棋、东西部
一股劲，四海同心、天下一家，中华
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向心
力极大增强，中国人民创造更加美
好生活的信心和底气极大增强。

白皮书是记录胜利和历史的，
也是面向征途和未来的。脱贫摘
帽不是终点。中国仍是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仍面临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站在新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上，赓续传承伟
大脱贫攻坚精神，我们必将战胜前
进道路上一切困难和挑战，解决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
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脱贫：走向共同富裕的坚实一步

近年来，河北省邢
台市襄都区因地制宜地
开展公园绿地建设，扩
大城市绿色空间。通过
实施“口袋”公园、游园
建设，见“缝”插绿，改
善了生活环境，让百姓
乐享生活。今年该区将
再建公园、游园6个。

图为 4 月 6 日，邢
台市襄都区府前街社区
居民在家门口的五一桥
公园练习舞蹈。

新华社发（张驰 摄）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
策部署，党建读物出版社组织编写了“信息技术前
沿知识干部读本”系列丛书，已于近日出版发行。

丛书面向党员、干部普及介绍新一代信息技术
基础知识及其发展应用情况，每册介绍一种前沿
信息技术，首期推出《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5G》《云计算》，分别介绍工业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云计算，包括基
本概念、技术原理、政策背景、发展现状、应用案例
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

丛书经工业和信息化部审定，由中国工业互联
网研究院组织相关领域的院士和资深专家编写，
是广大党员、干部学好用好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
科技素养和治理能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参考读物。

“信息技术前沿知识干部读本”
系列丛书出版发行

据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
者 吴雨）6 日出炉的最新数据显
示，2021年4月3日至5日，网联、
银联共处理网络支付业务超3.55
万亿元。清明节假期，返乡祭祖、
踏青出游需求旺盛,国内旅游市场
加速回暖，带动了消费支付交易明
显增长。

网联清算有限公司介绍，3日
至5日，网联平台共处理资金类跨
机构网络支付交易46.19亿笔，金
额2.6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
长34.26%和 48.86%，均创历年同
期最高。网联平台数据显示，清明
节假期期间，一些大型旅游服务平
台交易笔数、交易金额同比分别增
长163%、127%，部分租车平台交
易笔数、交易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154%、78%。

清明假期网联和银联
共处理支付交易
超3.55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
高敬）记者 6 日从生态环境部获
悉，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全面启动。8个督察组分别
对山西、辽宁、安徽、江西、河南、湖
南、广西、云南8个省（区）开展为
期约1个月的督察进驻工作。

据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督察组将重点督察以下内容：
中央领导同志有关生态环境保护
重要指示批示件的办理情况；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情
况；长江大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部署
贯彻落实情况；严格控制“两高”项
目盲目上马，以及去产能“回头看”
落实情况；重大环境污染、生态破
坏、生态环境风险及处理情况；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
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对人民群
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立行
立改情况；生态环境保护思想认
识、责任落实等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落实情况。

据悉，近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办公室专门致函8省（区），要
求有力有序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

“一刀切”和“滥问责”，并简化督察
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这份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
察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
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
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问题整改
要做到依法依规，统筹推进，按照
问题的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能马
上解决的，要马上解决；一时解决
不了的，要明确整改的目标、措施、
时限和责任单位，督促各责任主体
抓好落实。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
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禁止层
层加码、级级提速。特别是对涉及
民生的产业或领域，更要妥善处
理、有序推进，坚决杜绝“一刀切”
行为。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
极应对督察的，督察组将严肃处
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文件要求，有关省（区）要实事
求是，通过必要的问责切实传导压
力、落实责任，建立长效机制。同
时，要避免以问责代替整改以及乱
问责、滥问责、简单化问责等行
为。对发现涉嫌以问责代替整改，
或问责走过场，以及问责泛化、简
单化的，督察组将会及时予以提
醒，情节比较严重的，还将按有关
程序报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将进驻8省区
严禁“一刀切”“滥问责”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
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
情……”

1936年8月2日凌晨，东北
大地，一辆疾驰的火车上光影交
错。一名身形瘦削、形容枯槁却
神情坚毅的女子，正俯身疾书。
她在赶时间，这趟车的终点她再
清楚不过——位于黑龙江珠河
县的刑场。

一身粗布红衣、一把手枪，
骑着白马冲锋于林海雪原间
……这是她战斗时的模样。她
叫赵一曼，是被誉为白山黑水民
族魂的抗日女英雄。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出生
于四川宜宾的一个地主家庭。
她可以选择的人生是：穿绫罗
绸缎，在安逸与舒适中度过一
生。

彼时国家风雨飘摇，这名大
家闺秀自问“女子缘何分外
差”。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她，剪
碎裹脚布，走出大宅院，走上为
人民争取解放的道路。

1926 年，21 岁的赵一曼加
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跨江渡
海走天涯”，先后在黄埔军校、莫
斯科中山大学等学习，回国后在
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党的

地下工作。
宁儿，是赵一曼儿子陈掖贤

的乳名，取安宁之意。可国之将
亡，家何以宁？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
变。赵一曼“誓志为人不为家”，
将不到两岁的儿子托付给亲友，
隐姓埋名，只身奔赴东北。

此去经年，母子生死两茫
茫。

在东北地区，赵一曼文能发
动群众，参与领导哈尔滨电车工
人反日大罢工；武能红妆白马，
威震敌胆，被当地战士亲切地称
为“我们的女政委”。

1935年 11月，掩护部队突
围时，一颗子弹击中赵一曼的大
腿，后来她不幸被捕。

狱中，辣椒水掺杂着汽油，
顺着塞在赵一曼喉咙的竹筒灌
入，等到肚子膨胀起来，杠子重
重压上去，辣椒水和汽油从口
鼻中溢出。整整九个月，各种
酷刑轮番施行，但她始终坚贞
不屈，没有吐露敌人想要的任
何信息。

“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
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
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
理上解释。”日军档案如是记
载。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

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
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挥毫而就的《滨江抒
怀》中，血与火铸就的信念，舍身
殉国的豪情，倾泻于字里行间。

1936年8月1日，从赵一曼
口中得不到有用情报的日军，将
她押上开往珠河县的火车。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
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
啊！赶快成人……”目的地越来
越近，赵一曼的笔触愈发仓促与
悲切。

160余字的家书，字字断肠：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
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
教育你……”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壮
烈牺牲，年仅31岁。而这封绝
笔家书也在战火中不知下落。

1950 年，电影《赵一曼》在
全国放映。荧幕前的宁儿泪眼
婆娑，那时他正四处苦寻母亲李
坤泰。几年后，组织确认赵一曼
就是李坤泰，并在日军审讯档案
里发现了记载家书的资料。

20余载，家书终抵家。
《滨江抒怀》的报国之意，

绝笔家书的舐犊之情，穿越时
空，给人以无穷的启示、无尽的
感悟……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殷殷致子书 拳拳爱国心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中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印发通知，将于2021年
4月至 7月共同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展演荟萃了全国范围内遴选出的140部
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突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题，参演作品
既有歌剧《红船》、京剧《李大钊》等一批为庆
祝建党百年新创排的剧目，也有话剧《红旗
渠》、歌剧《沂蒙山》、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等曾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或文华
大奖的剧目，此外还包括京剧《红灯记》、歌剧
《白毛女》、豫剧《朝阳沟》、芭蕾舞剧《红色娘
子军》等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复排剧目。既有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有大量现实题材佳
作，涵盖戏曲、话剧、歌剧、音乐剧、芭蕾舞剧、
杂技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等多个艺术种
类。剧目将在当地展演或在地区间巡演，其中
50部作品进京演出。

中宣部等部门将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最高人民检察院6日召开会议，督办相关
重点检察工作。会议要求，各地检察机关要对
2018年以来已纠正冤错案件进行全面排查，
提出追责、问责意见。

会议强调，重大冤错案件的追责工作必须
跟上，失职渎职、违法办案，存在法定重大过错
的，必须严肃追责、问责。要健全、落实冤错案
件纠正、司法责任追究机制，建立健全检察人
员涉嫌违反检察职责线索移送机制，完善检察
官惩戒制度与相关制度的衔接，形成严密的司
法责任追究体系。

最高检要求：各地检察机关要对
2018年以来已纠正冤错案件进行全面排查

法 治

民政部 6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
组织管理 严格规范社会组织行为的通
知》。通知要求，各全国性社会组织进一步
加强表彰管理，严禁借建党百年乱评比乱表
彰。

通知指出，各全国性社会组织要严格遵守
相关政策规定，坚决制止和纠正违规开展的
评比达标表彰，严禁借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之机违规开展各类评比、评选、评奖等活
动。对于经批准保留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
要严格按照既定内容、范围、周期开展活动，
不得擅自改变项目名称和周期，不得擅自扩
大项目范围或擅自增设子项目；对于未列入
保留范围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一律不得举
办，更不得通过变换项目名称和举办方式等途
径继续举办。

民政部要求各全国性社会组织严禁借
建党百年乱评比乱表彰

社 会

北京城市副中心围绕大力发展首店首发
经济、提升便民服务品质、培育区域市场消费
新热点等方面出台17条措施，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升级，活
跃消费市场。

记者从北京市通州区了解到，北京城市副
中心将大力发展首店首发经济，设立专项资
金，鼓励大型商业载体与国内外知名品牌合
作，大力发展首店经济，对在通州区开设品牌
首店、旗舰店的国内外知名企业及授权代理商
给予支持；培育展示推介载体，支持首店入驻
及品牌新品首发；鼓励电商平台、第三方机构
等引导国际品牌在通州区内开设首店。

（以上均据新华社）

发展首店首发经济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布17条措施促消费

经 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