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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新华社记者

这一庄严的承诺正在一步步
实现——绝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
队，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
时，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
民立愚公志、啃硬骨头，合力补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这块最突出
短板。

5年来，国内考察调研每到一
处，习近平总书记几乎都要到老乡
家中看望，看真贫、扶真贫，提出一
系列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方略。

新华社记者日前赴太行山等
革命老区，以及贵州等贫困地区
进行回访。这些地方以总书记的
嘱托为行动指南，脱贫攻坚如火
如荼，正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坚决
打赢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而不
懈奋斗。

锁定底线任务，全国
人民要共同迈进全面小
康社会

9 月下旬，河北阜平县骆驼
湾村，几户人家的院落在热火朝
天地改造中。72 岁的唐宗秀正在
新翻修的房子里收拾东西。“真想
再跟习近平总书记念叨念叨我家
的变化。”她说。

2012 年 12 月 30 日，习近平
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这个太行
山里的偏僻村庄访贫问苦。他强
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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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新的扶贫标准，当年全
国扶贫对象仍有 1.22 亿人。距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8年。

唐宗秀家的新变化，来自危
房改造政策。住了半个多世纪的
土坯房被翻修一新，屋顶提高了

60 厘米，门窗装了双层玻璃，外墙
加了保温层，还装了空气源热泵，冬
天室温有20多摄氏度。

在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阜平县
顾家台村，66岁的顾成虎去年就把
旧房置换成了新房。现在他和老伴
享受低保、养老待遇。

那次，习近平总书记在顾家台
村说，一定要想方设法尽快让乡亲
们过上好日子。如今的顾家台村，灰
瓦民居特色鲜明，圆梦广场宽敞漂
亮。村里卫生室、文化中心、文化书
屋、健身广场、幸福院、数字影院一
应俱全。2016 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有6000多元。

言必信，行必果。农村贫困人口
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
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底线任务，也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庄严承诺。

脱贫的标准，是到 2020年稳定
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
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
住房安全有保障，简称“两不愁三保
障”。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才有发
展的基础。

甘肃省渭源县田家河乡元古堆
村，迎来了“新生”。

85 岁的村民马岗每天清晨都
在火炉上熬煮“罐罐茶”。自从家里
重建了房子、通了自来水，他的日子
过得惬意。

2013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元古堆村看望群众。在马岗
家的炕头，习近平与他亲切交谈，了
解生产生活情况。

那时的元古堆村如同其名，是
一片“远古”之地——吃水得去村头
的泉里挑。水质不好，村里人易患

“大脖子病”和“大骨节病”。遇到下
雨天，村里的路就成了烂泥沟。“记
不清摔倒、扭伤过多少次了。”马岗
说。

在政府的支持下，元古堆村的
路硬化了，自来水也通了。更让马老
爷子高兴的是，距他家百米开外，砌
了一栋三层小白楼。朗朗读书声不
时传出，这是元古堆小学。而三年前
这里还只是两排破旧的平房。

如今的元古堆村，基础条件改
善了，美丽乡村建设初见成效。贫困
人口从 2012 年的 221 户、1098 人减

少到目前的11户、50人。
5 年来，全国脱贫攻坚重拳频

频出击，农村危房改造、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交通扶贫等一系列民生工
程项目快马加鞭推进。其中，对居住
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
然灾害频发等“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
方人”地区的贫困群众，大力度实施
易地搬迁工程，可谓扶贫“壮举”。

2016 年 8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
县五十镇班彦村，考察易地扶贫搬
迁新村建设情况。在贫困户吕有金
家，习近平总书记说，党和政府就是
要特别关心你们这样的困难群众，
通过移民搬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一年后，记者来到吕有金家，他
正在家中修建酩馏酒作坊，还打算
腾出一间屋子用作酩馏酒展示区。

“青稞酩馏酒是我们的传统手
艺，我是附近为数不多的酿酒手艺
人。”吕有金说，“以前在山上通过亲
戚朋友口耳相传，搬到这里后，将来
的生意一定会更好。”

原先吕有金在山上的 28 亩耕
地如今已退耕还林，栽了松树、沙
棘，每年因此有 1200 元补助。他期
待地说，这片山今后会更美。

挖“穷根”精准发力，
下“绣花功夫”治贫困顽症

天气渐凉，但在湖南湘西州花
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却是一番热
闹景象——十八溶洞景观正在开
发，十八洞品牌矿泉水厂正在兴建，
游客络绎不绝，农家欢声笑语。

这个村过去由于基础设施差、
人均耕地面积少，到 2013年村内人
均纯收入仅1668元，225户中有136
户是贫困户，40岁以上的光棍就有
30多人。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这里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方
略。如今，这个因贫穷而“出名”的深
山苗寨，依托精准扶贫再次出名。

3.5 米宽的盘山小路升级成 6
米宽的柏油马路，家家门口修了石
板路、户户通了自来水，农网和民居
改造也全部完成，去年又实现了网
络全覆盖。自 2014 年以来，村里已
有12名大龄“光棍”宣布“脱单”。

驻村扶贫工作队长吴式文介绍
说，十八洞村依托独特的自然环境，
因人施策发展起乡村旅游、特色种
植、养殖、苗绣和劳务输出五大产
业，到去年底全村人均纯收入增加
到8313元。

精准识别扶贫对象、精准发展
支柱产业、精准改善民居环境、精准
提供民生保障，十八洞村探索出“四
大精准”分类施策之道，扶贫经验已
辐射湖南各地。像十八洞村这样在

“精准”两字上下足了功夫的贫困地
区，如今都已面貌一新。

记者日前来到江西省井冈山市
茅坪乡神山村，随处可见农家菜馆，
山上是大片的桃林，山洼则是茶园。

2016 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
到这里给乡亲们拜年，了解精准扶
贫情况，到贫困户张成德、彭夏英夫
妻家看望。

时隔一年多，记者见到彭夏英
时，她刚从自家的黑豚鼠养殖棚回来
——这是村里兴办的脱贫项目之一。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铭记
总书记的嘱托，去年她和家人商量
后下决心拿出多年积蓄，又把住了
大半辈子的农房腾出来，按照同时
容纳 60 人用餐的规模，置办了餐
具、桌椅，开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
乐。短短一年多时间，仅此一项年收
入就超过10万元。

为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村里办起了黄桃、茶叶专业合作社。
彭夏英一家成了“股东”，去年从合
作社分红领到3300多元。

对症下药，靶向治疗，关键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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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彭
夏英这样，抓住机遇积极改变自身
命运的故事，在贫困地区比比皆是。

2016 年 7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
记赴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原隆
村考察。一年多后记者来到这里，看
到一片挂着红艳艳的树莓的地里，
村民王彦如熟练地躲过树枝上的
刺，把树莓迅速摘下放进篮里。

“这个活不累人，又在村子旁
边，出来干个半天就能赚 50 元左
右。”王彦如今年 70岁，两个儿子在
外打工，老两口在村里带孙子。

2015 年，永宁县政府引进了一
家从事红树莓种植的公司落户原隆

村。这家企业从村民手里流转了
2700 亩土地后，又聘用村民从事种
植、采摘、灭茬等工作。村民们因此
有了土地流转和打工两项收入。

“闽宁协作坚持走产业带动的
造血式扶贫之路大有可为。我们将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充分发挥
产业带动作用。”永宁县委书记钱克
孝说。

激发内在动力活力，
靠发展真正甩掉贫困帽

9月下旬，陕北的苹果又红了。
“2014 年收了 4000 多斤苹果，

2015 年 1 万 多 斤 ，2016 年 5 万 多
斤。”陕西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
村民张卫庞盘算着说，“去年这 10
亩苹果园，收入有30多万元。”

这位陕北老汉已有 70岁，几年
前还是贫困户，靠地里那点庄稼维
持生计，如今不但有了果园，还有了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苹果品牌。

2015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
记回到曾经工作生活了 7年的梁家
河村看望父老乡亲。总书记关心的
那片果园，如今愈发枝繁叶茂、果实
累累。全村种了 1200 亩苹果树，形
成了“张卫庞”“梁家河”等高端苹果
品牌，种植户户均收入超过5万元。

梁家河村第一书记杨宝剑说，
村里确定了以乡村旅游为主导，综
合带动苹果产业和生猪养殖产业发
展的总体思路。2016 年全村人均纯
收 入 达 17987 元 ，相 比 2014 年 的
9000多元将近翻了一番。

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
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贫困地区发
展要靠内生动力，一个地方必须有
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
展。安徽省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的
贫困户陈泽申，就努力践行着习近
平总书记的这一扶贫理念。

去年 4 月，在陈泽申家的砖房
前，习近平总书记和乡亲们围坐一
起拉家常，强调认真落实每一个项
目、每一项措施，全力做好脱贫攻坚
工作，以行动兑现对人民的承诺。

陈泽申家只剩下祖孙两人相依
为命，然而他的脱贫之路却一年一
个“脚印”踏实向前。2014 年，县乡
政府用互助资金帮他安装了光伏电

站，上网后每度电盈利 1 元，靠着
“晒太阳”，全年有了 3000 元收入。
那一年，陈泽申还开始养羊，第二年
卖了3只羊，又是3000元收入。

今年，老陈又养了一头黑毛猪
和 14 只乌骨鸡。闲时做保洁员、帮
人料理茶园，加上扶贫补贴，他的收
入将突破 2 万元。多年前曾寄希望
于改变家门朝向从而改变命运的农
家汉，如今正通过自己的双手摆脱
贫困。

各地因地制宜培育产业、大力
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和集体经济，带
动了贫困地区发展和贫困群众增
收，成为脱贫攻坚战役“克敌制胜”
的一大法宝。贵州遵义枫香镇花茂
村的王治强，也是一位找准了自身
发展路子的“赢家”。

每天清晨，王治强都率先打破
村子的宁静，开车到 7 公里以外的
菜市场去买菜。作为村里第一家农
家乐的老板，王治强给自己的农家
乐起名为“红色之家”。

“以前这里是个四合院。红军长
征路过这里的时候，把院子都住满
了，所以取这个名字。”王治强说。

青瓦白墙坡屋顶，穿木斗枋雕
花窗，当年的四合院已经变成黔北
民居风格的楼房，每天接待 200 多
名游客。

花茂村原名“荒茅田”，因脱贫
致富才改名“花茂村”，寓意花繁叶
茂。2015 年夏，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个已摘掉贫困帽子的村子，考察
脱贫之道。

王治强对当时的场景如数家
珍：“最触动我的一句话，是总书记
在我家院子里座谈的时候说，党中
央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
还是哭。如果乡亲们笑，这就是好政
策，要坚持；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
还要完善和调整。”

如今的花茂村，有村集体公司，
有产业协会，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
生长着农民增收致富的种子。

人民在心，使命在肩，号角声急。
一股凝聚着巨大热情和能量的磅礴
之力，正在深刻改变着贫困面貌。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这场脱贫攻坚战一
定能高奏凯歌，全国人民将共同迈
进全面小康社会！

牵挂，为了亿万人民的美好向往
——重访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考察地

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9 月 29 日 12 时 21 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
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
将遥感三十号 01 组卫星发
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
轨道，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
遥感三十号
01组卫星

新华社沈阳 9 月 30 日电
（记者王莹） 我国首套自主研制
的 6000 米 级 遥 控 潜 水 器

（ROV） 30日圆满完成首次深海
试验，顺利停靠惠州码头。在为期
12 天的海试中，这套深海科考型
ROV 成功挑战 2 个 6000 米级潜
次，最大下潜深度达到 5611 米，
创我国ROV下潜的最深纪录。

这套 ROV 是由中国科学院
“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物质能
量交换及其影响”海洋先导专项
支持，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

究所主持，联合中国科学院海洋
所共同研制的。深海科考型ROV
可近海底长期开展海洋环境调
查、生物多样性调查、新物种发
现、基因获取、深海极端环境原位
探测和深海矿产资源调查等深海
科考工作，为我国深海科学研究
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副所长
李硕介绍，在历时两年半的研制
过程中，研发人员突破了超长铠
装缆的实时状态监控与安全管
理、自适应电压补偿的长距离中

频高压电能传输、近海底高精度悬
停定位以及广播级高清视频无损实
时传输等关键技术，为 ROV 深海
试验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在为期12天的海试中，深海科考
型ROV完成了7个潜次试验，其中，完
成2个6000米级潜次，最大下潜深度达
到5611米，全面验证了整机系统的功
能和主要性能指标。同时利用自主研
发的深海机械手和个性化科考工具，
在海底布放了标志物，并进行了采水、
底栖生物观察、生物和岩石采集等科
考工作，圆满完成首次深海试验任务。

这套深海科考型 ROV 系统的
成功研制，填补了我国 6000 米级
深海 ROV 空白，使我国跨入美
国、日本、法国等世界上少数拥有
6000 米级 ROV 的国家行列。这是
我国继 7000 米“蛟龙号”和 6000
米“潜龙一号”之后的又一标志性
深海装备，必将进一步助力深海科
学研究取得更大进展。

据悉，深海科考型 ROV 将于
近期结合专项深海热液和冷泉探测
等科学需求继续开展试验性应用，
并将挑战更大下潜深度。

我国首套6000米级遥控潜水器
完成首次深海试验

新华社北京 9 月 30 日电
（记者齐中熙） 记者从中国铁建
大桥局获悉，银 （川） 西 （安）
高铁银川机场黄河特大桥 30 日
圆满完成主桥施工任务。

由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承建
的银西高铁黄河特大桥位于银川
市河东机场，全长13.8公里，为
两联简支钢桁梁和两联 6跨连续
钢桁梁柔性拱，总用钢量 2.5 万
吨。

中国铁建大桥局副总经理周明
星介绍，作为银西高铁重要控制性
工程，银川机场黄河特大桥在国内
首创主桥钢桁梁“三同步”施工工
艺，将大桥钢桁梁架设由原设计 4
个工作面，增加至 8个工作面，使
主桥合龙日期提前了近1年。

银西高铁是国家高速铁路网的
重要组成部分。高铁全线通车后，
从银川至西安车程将由目前的 12
小时缩短至3小时左右。

银西高铁黄河特大桥
主桥顺利建成

据新华社贵阳 9月 30日电
（记者李平）作为兰海高速贵州境
遵义至贵阳段扩容工程的关键性
工程，楠木渡乌江特大桥30日成
功合龙。该桥合龙后，遵义至贵阳段
扩容工程有望年底通车，缓解兰海
高速公路原贵遵线的交通压力。

承建该工程的中交二航局副
总经理薛安青表示，楠木渡乌江
特大桥全长 958 米，主桥长 620
米，为双塔双索面预应力砼斜拉

桥 ，两 主 塔 高 分 别 为 143.1 米 和
197.1 米，主梁宽达 37.6 米，是乌江
上迄今为止最宽的大桥。

该桥自 2014 年 12 月 28 日正式
开工以来，先后攻克了溶洞环境下
桩基施工、大体积承台混凝土浇筑
温控、高塔远距离机制砂泵送等技
术难题，并通过将工业自动化控制
技术引入挂篮系统中，大大提高了
主梁施工质效，于 9 月 30 日成功实
现了大桥中跨合龙。

乌江上最宽大桥成功合龙

新华社哈尔滨 9月 30日电
（张汨汨 王志佳） 在空军哈尔
滨飞行学院进行高教机训练的空
军第十批女飞行学员，28 日顺
利实现高教机单飞。

单飞，即飞行学员独立驾驶
飞机飞行。19 位“飞姑娘”目
前已初步具备了独自驾驶高教机
进行基础飞行训练的能力，空天
疆场离她们已近在咫尺。

2013 年，空军从全国数十

万名应届女高中毕业生中遴选出
40 人，成为空军第十批女飞行学
员，也是空军招收的第三批女歼击
机飞行学员，她们的文化课成绩全
部超过一本分数线。2017 年，26
名女学员通过了初教机训练和地面
7 项考核，达到了高教机飞行标
准。经过一个多月严格的带教和检
飞，19 名佼佼者实现了高教机单
飞。下一步，她们将着重进行特技
和编队等课目训练。

空军第十批女飞行学员19人
顺利实现高教机单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