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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类减贫奇迹——“十三五”
时期超5000万农村贫困人口告别绝
对贫困。

脱贫攻坚战能否打赢打好，贫困
人口能否如期脱贫，直接关系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和成色。

我国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突出短板，吹响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的号角，努力克服疫情等困难，确保
2020年农村人口全部脱贫，兑现我们
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

超5000万人告别绝对贫困

北京，9月初，“联合国2030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减贫经验”线上
研讨会上，中国向世界分享“中国方
案”，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今年，中国将在现行标准下消除
绝对贫困，提前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
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造

这一减贫奇迹。
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
2016年至2019年，超过5000万

农村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贫困率
从2016年的4.5%下降至2019年的
0.6%，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贫困人口收入大幅增加——
全国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数据显

示，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纯收
入由2016年的4124元增加到2019
年的9057元，年均增幅30%。

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自主脱贫
能力稳步提高——

贫困人口主要通过务工和生产劳
动实现脱贫，劳动收入占比逐年提升，
非劳动收入占比逐年下降，增收可持
续性稳步提高。

“十三五”时期，我国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和规模推进脱贫攻坚，每年就
打赢脱贫攻坚战召开座谈会，针对不
同阶段面临的不同问题，部署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力度之大、规模之广、成
效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世
所罕见，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补上短板发展明显加快

坐落在金沙江大峡谷深处的四川
省布拖县阿布洛哈村，三面环山，一面
临崖，曾是我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
建制村。2019年，阿布洛哈通村公路
开始建设。展开地图，这条3.8公里
的公路见证了人类翻越贫困大山的决
心：动用了全球现役运力最大的米-
26重型直升机吊运机械设备，平均每
公里造价超千万元。

截至2019年年底，贫困地区实现
具备条件的建制村100%通硬化道路。
在西部边远山区实施了309个“溜索
改桥”项目，帮助当地群众告别“溜索
时代”。截至“十三五”末，贫困地区群
众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长
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普遍解决，
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了保
障，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

交通：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
硬化路，打通了大动脉，畅通了微循环；
医疗：远程医疗覆盖全部贫困县并向

乡镇卫生院延伸，村村都有卫生室和
村医，实现了乡村两级机构人员“空白
点”双消除；住房：易地扶贫搬迁近
1000万贫困群众，不仅解决了贫困群
众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还通过挪
穷窝、换穷业、拔穷根，从根本上阻断
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形成大扶贫格局

今年27岁的王刚，是贵州省毕节市
织金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受疫情影响，
他一直没有稳定就业，最近准备参加培
训成为一名外卖骑手。此次培训和骑手
招募是美团“新起点在县”扶贫计划的重
要组成部分，该计划今年6月起面向全
国贫困县提供20万个就业岗位。

依托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数字技术的平台经济正为脱贫攻坚注
入新动能。县长直播间“带货”、农民
变“网红”、电商平台打通数字供应链
……贫困地区农产品销量不断攀升，
线上线下相结合，汇聚起社会各界参
与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国家级电商平台上线运营，解决
了贫困地区农产品“卖难”问题。在财
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华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三方指导下建立的“扶贫
832”销售平台，已覆盖 832 个贫困
县，注册采购预算单位近40万家。截
至目前，交易额突破31亿元，上线农
产品超过6.8万个，为贫困地区群众
稳定增收注入不竭动力。

我国规范认定扶贫产品，推动扶
贫产业融入全国大市场，引导贫困群
众通过劳动稳定增收。截至8月底，
全国共认定94696个扶贫产品。9月
份，全国首个以“万企参与，亿人同行”
为主题的消费扶贫月启动。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今年中央对
52个未摘帽贫困县和1113个贫困村实
施挂牌督战。较真碰硬“督”，凝心聚
力“战”，各地向最后的深贫堡垒发起
决战决胜的总攻，啃下最后的硬骨头。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华民族千
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在我们
这一代人手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

（据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告别绝对贫困 创造伟大奇迹
——“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历程回眸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5日电
（记者和苗 付一鸣）瑞典卡罗琳医学
院5日宣布，将2020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哈维·阿尔
特、查尔斯·赖斯以及英国科学家迈克
尔·霍顿，以表彰他们在发现丙型肝炎
病毒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评奖委员会说，今年的获奖者在
与血源性肝炎的斗争中做出了“决定
性贡献”，而血源性肝炎是可能导致肝
硬化和肝癌的全球重大健康问题。他
们的开创性发现是鉴定出一种新型病
毒，即丙型肝炎病毒。

评奖委员会强调，此前对甲型和
乙型肝炎病毒的研究已有不少发现，

但大多数血源性肝炎病例仍无法解
释。丙型肝炎病毒的发现揭示了其他
慢性肝炎病例的病因，并使血液检测
和研发抗病毒新药成为可能，挽救了
数百万人的生命。

在三人中，阿尔特最早确认一种
未知病毒会导致“非甲型非乙型”的慢
性肝炎。霍顿用新方法分离出这种病
毒的基因组，随后病毒被命名为丙型
肝炎病毒。赖斯则证明，丙型肝炎病
毒自身即可导致慢性肝炎，而不需要
其他病原体“助力”。

评奖委员会秘书托马斯·佩尔曼
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
已经与三名获奖科学家中的两位取得

了电话联系，他们表示“非常惊讶和高
兴”。阿尔特在与委员会的通话中表
示，看到这么多人因此而被治愈（丙型
肝炎）非常惊喜。

阿尔特1935年出生于纽约，现任
职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霍顿出生
于英国，目前任教于加拿大阿尔伯塔
大学。赖斯1952年出生于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目前任教于纽
约洛克菲勒大学。

三名科学家将分享1000万瑞典
克朗（约合112万美元）奖金。诺贝
尔基金会上月发布公报称，今年每项
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
典克朗。

三名科学家分享202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是10月5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医学院拍摄的2020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公布现场。 新华社发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超过3500万例

新华社纽约10月4日电 美国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4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4日16时23分（北京时间
5日 4时 23分），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3500 万例，达 35011322 例，累计死亡病例
1034865例。

美国是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累计确诊病例 7412911 例，累计死亡病例
209749例。统计数据中累计确诊病例较多的
国家还有印度、巴西、俄罗斯、哥伦比亚、秘鲁
等，累计死亡病例较多的国家还有巴西、印度、
墨西哥、英国等。

这些数据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
病毒研究项目实时汇总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
数据。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数仍在快速攀升。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累计确诊病
例6月28日超过1000万例，8月10日超过2000
万例，从1000万例升至2000万例耗时43天，9月
17日超过3000万例，从2000万例升至3000万
例耗时38天，从3000万例升至3500万例仅耗时
17天。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
宣布自我隔离

新华社布鲁塞尔10月5日电（记者李骥志）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5日在推特上说，在9
月29日的一场活动上，与她同时在场的一个人
10月4日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她因此决定从5
日起自我隔离至6日晚。

冯德莱恩说，她10月1日接受了新冠病毒检
测，结果是阴性。10月5日她再次接受检测，结
果仍为阴性。

根据欧盟委员会驻地比利时的卫生规定，与
新冠病毒感染者有密切接触的人必须从接触当天
开始自我隔离7天。

根据欧盟公布的日程，冯德莱恩9月29日到
访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会见了包括葡萄牙总理科
斯塔在内的官员，并在一个基金会发表演讲。

近期多名欧盟官员因与感染者有过接触而宣
布自我隔离。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9月22日
起自我隔离一周，欧委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
基斯和蒂默曼斯分别于9月23日、28日宣布自我
隔离。

在大自然间

享受亲子时光

铺上防水地布，穿骨架、铺
内帐，紧接着搭起外帐固定四个
角……下午4时许，虽然距离活
动正式开始还有近3个小时，但
在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露营点，
已有不少露营爱好者搭好了自
己的帐篷。

作为近年来越来越受欢迎
的一种生活方式，露营不仅受到
众多年轻人的喜爱，许多家长也
会在周末带着孩子一同到户外
体验。

从琼海赶来的彭辉一家，虽
然有过多次露营体验，但从海南
日报上获悉此次活动后，还是毫
不犹豫地报名了。“活动内容不
仅对大人具有吸引力，孩子看到
后也特别期待，一直央求我们一
定要过来！”

甘戈一家从文昌自驾过来，
在这个国庆中秋假期，他们与其
他4个家庭相约，去了省内不少
市县体验露营。“孩子在这样的
户外活动中既能亲近大自然，开
拓视野，还能提升自己的动手能
力，培养耐心和信心，比住宾馆
有趣多了！”

从露营点出发走向南丽湖
畔，幽静雅致的自然景色也吸引
着众多露营爱好者的目光。听
着潺潺的流水声，享受着满目葱
茏、山清水秀，人们在这里远离
了城市的喧嚣，大人们带着孩子
在大自然间尽情玩耍，享受这独
一无二的亲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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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嘿，嘿，嘿嘿嘿……”当
音乐派对临近尾声，熊熊的篝火再
次点亮黑夜。在炽热的氛围中，篝
火派对正式启动。来自五湖四海的
人们手拉着手，在篝火前围成了圈，
共同歌唱、呼喊、舞动，祝福我们伟
大的祖国。

不少游客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刻，
通过视频或图片的方式，向远方的亲
朋好友分享此刻的快乐。大家在互动
中打破了彼此的距离，玩在一起、笑在
一起。篝火派对结束后，还有不少游
客意犹未尽，自发地唱起歌、跳起舞，
久久不愿离去。

定安县旅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作为海南岛的“蓝色明珠”，南丽湖资
源独特，拥有湖泊、山林资源，更蕴含
浓郁的人文气息，深度挖掘南丽湖的
旅游资源，开发相关的旅游项目和特
色活动，对于定安的旅游发展和拉动
消费都有着重要意义。

“虽然露营文化节至今才举办两
届，但借助这个活动，越来越多游客
有机会了解定安，了解南丽湖。两年
来，我们也吸引到更多的旅游项目落
地南丽湖，打造出定安‘古、红、绿’之
外的又一张靓丽的旅游名片。”该负
责人说。

夜深了，但活动现场欢乐的气氛
久久未散。在南丽湖畔，在漫天繁星
间，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一边吃着烧烤，
一边欣赏露天电影，享受着悠长的假
期时光。在帐篷里，伴着虫鸣和蛙叫
声，有的孩子已经进入梦乡……

（本版撰稿\圆圆 本版图片\高林）

多名露营爱好者夜宿定安南丽湖畔，共享假期欢乐时光——

赴一场大自然的盛情邀约
在静谧的森林

里，以草地为床、星
空 为 被 、帐 篷 为
家。在星空的怀抱
中，听虫鸣鸟叫，看
月朗星稀……这样
惬意舒适的生活，
你向往吗？

10月4日晚，由
定安县旅文局、海南
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承办的“星动南
丽湖 梦幻好假期”
2020年定安县第二
届南丽湖露营文化
节活动正式拉开帷
幕，来自全国各地的
露营爱好者相聚在
定安南丽湖畔，与家
人好友一起，赴一场
大自然的盛情邀约。

晚上7时，伴着悠扬动人的旋律，
第二届南丽湖露营文化节活动正式
拉开帷幕。乐队在台上带着大家共
同歌唱，台下的观众时而挥舞着荧光
棒，时而拍手欢呼。活动现场成了一
片欢乐的海洋。

“我数3、2、1，想参与的朋友们请
第一时间举手！”活动中，主办方还穿
插设置了多个互动游戏环节，引得家
长和孩子们争相参与。

在“欢乐爆破”环节，主持人倒数
的话音未落，不少家长就已经带着孩
子高高举起双手。在游戏中，为了力
争第一名，大朋友、小朋友们更是铆
足了劲儿，有的抱着孩子往前冲，有
的则拼命往回躲。台上参与者玩得
尽兴，台下的观众也看得起劲，跃跃
欲试。

“太有意思了！我从来没有参加

过这么好玩的活动！”12岁的孟想在
游戏环节拿到了第一名，比赛结束
后，他直呼：“不够过瘾，还想再来！”

在活动现场，原本观众席与舞台
间相距约有5米，但随着活动氛围越

来越浓烈，距离也越缩越短。到了杂
技表演和歌舞表演环节，不少孩子为
了第一时间参与互动，甚至坐在了舞
台边。活动气氛不断被炒热，愈发临
近高潮……

趣味活动引得孩子直呼“还想再来”

打造定安又一张靓丽的

旅游名片

10月4
日晚，“星动

南丽湖·梦幻好
假期”定安露营活

动，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露
营爱好者相聚在南丽湖畔。

“星动南丽湖·梦幻好假期”露营活动中的篝火晚会，吸引了众多游客。

“星动南丽湖·梦幻好假期”露
营活动中，精彩的演出为游客们送
上了文化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