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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12日发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

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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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

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

100年，是争取人权、尊重人权、保障人权、

发展人权的100年，极大提高了中国人权

文明水平，丰富发展了人类文明多样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为增进人民福祉、提高全体人民

人权保障水平、实现国家现代化而实施的

一项重大国家发展战略。2021年 7月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北京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我们实现

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

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

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迈进”。这是中国人权进程中一个激动

人心的时刻、一个载入史册的时刻、一个

继往开来的时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真实写照。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力决胜全面小

康，最终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到总体小康

直到全面小康的历史跨越。

全面小康是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

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的小康，是城

乡区域均衡发展、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

是切实尊重和全面保障人权的小康。中

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了人权基础，

丰富了人权内涵，拓宽了人权视野，意味

着人权的全面发展和全民共享，谱写了中

国人权事业的新篇章，创造了人类尊重和

保障人权的奇迹。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辟
人权事业新境界

在中国，“小康”是一个古老的词汇，

指免于劳苦和匮乏，生活水平处于温饱与

富裕之间的一种较为殷实幸福的状态。

享有安宁、祥和与幸福的生活是人们自古

以来的美好愿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根

据自身具体国情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

标，蕴含着关注和增进民生福祉、保障和

促进人权的丰富内涵。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辟了全面保障人权的新时代。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光辉历程
建设小康社会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

复兴、人民幸福的宏伟战略。基于对中国

发展实际的分析和判断，中国共产党提出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经济发展带

动整个社会进步。从那时起，“小康”“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阶段性奋斗目标。

1979年12月，邓小平提出建设“小康

之家”的设想，创造性地借用“小康”这个富

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概念来表述“中国

式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目标。1982年

中共十二大报告明确，从1981年到20世纪

末的二十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

值翻两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1992年

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11亿人民的温饱问

题已经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迈进。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宣告，“人民

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

性跨越”，并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目标：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

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

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

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

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

“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

伟目标”，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

主不断扩大，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

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取得重大进展。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

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紧扣中

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攻坚克难，使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202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

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标志着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迈出关键一步，实现了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人民、向历史作

出的庄严承诺。

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人权内涵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也是中国

人权事业全方位发展的进程，始终体现和

包含着解放人、保障人、发展人的战略、目

标和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要保障生存

权。生存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础。小康社

会建设将解决温饱问题、保障生存权作为

首要目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

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衣食住行用都有

较大改善，生存权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然要实现各类

人权协调发展。全面小康强调保障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

态文明建设成果惠及人民。坚持人权相

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基本原则，既保护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又保障公民人身权、人

格权、财产权和民主政治权利，全方位增

进各类人权和基本自由。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促进所有

人的人权。全面小康，本质上是全民共享

人权的小康。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

史进程中，中国构建起机会公平、规则公

平和权利公平的社会公平体系，切实保障

人民平等参与发展、共同促进发展、共享

发展成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

人权主体的普遍性，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不

让一个人掉队；坚持共同富裕方针，通过

一部分人先富带动全体人民共富，让发展

成果平等惠及全民，实现分配正义；坚持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不歧视原则，确保全

体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

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

住期限，一律、无差别地享有人权，受到同

等的尊重；坚持保护弱势群体，以坚定决

心、精准思路、有力措施，举全社会之力，

向绝对贫困发起总攻，重点保障贫困地

区、贫困人口的基本权利。

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人权意义
人权是善治之本。中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始终坚持尊重人权、保障人权、促

进人权的价值遵循，将增加人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人权保障与发

展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进程中，中国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

理念，保持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稳定解决

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破除城乡二元结

构，改革收入分配格局，人民收入水平不

断提升；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决胜脱

贫攻坚，加强对各类弱势群体的保护；基

本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人民健

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建设完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全面实现城乡免费义务

教育，构建高效泛在的信息网络；加快生

态文明建设，实施环境保护基本国策，污

染防治力度加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环境

权利更加公平可及，各类主体在经济、政

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平等参与和平等

发展，更加切实和顺畅便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人权保障与发

展奠定了坚实民主政治基础。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稳步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

化建设不断推进，民主形式更加丰富，民

主渠道更加畅通，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初步构建，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

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公民权利更有保

障，民主政治权利更加充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了人权法治

保障持续加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

入宪法，成为治国理政重要原则。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保证宪法全

面实施的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科学立法、严

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进，法

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互促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

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行政体制改

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取得

实效，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有效

实施。人权保障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培育了全社会尊重

和保障人权的文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

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蓬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好构

筑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文化自

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

响力大幅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

也是每一个人对自身价值、人格尊严和主体

地位认识不断提升的过程，促进了尊重和保

障人权文化氛围的形成。

二、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基本
生活水准权

贫困是实现人权的最大障碍。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农村贫困问

题，持续推进扶贫开发事业，在消除贫困

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突破。中共十八大以

来，中国政府把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作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

标，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

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完

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根据中国农村居民每人每年生活水

平在2300元以下（2010年不变价）的现行

贫困标准，经过中共十八大以来8年持续奋

斗，到2020年底，中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

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

体贫困得到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

行贫困标准计算，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

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

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

上。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

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1.贫困人口食物权得到稳定保障
中国政府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奠定免

于饥饿的坚实基础。建设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

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解决食物匮乏和营

养不良问题。全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

的11318万吨提高到2020年的66949万

吨。目前，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

474.4公斤，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

安全标准线。通过增加收入保障贫困人

口粮食获取。建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机

制。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 2013 年的 6079 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2588 元，2013 年至 2020 年年均增长

11.6%。贫困人口粮谷类食物摄入量稳定

增加，“不愁吃”问题基本解决，重点贫困

群体健康营养状况明显改善，免于饥饿的

基本权利得以切实保障。通过营养改善

计划保障贫困儿童食物供给。实施贫困

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为集中连片特殊

困难地区6－24月龄婴幼儿每天免费提供

1包辅食营养补充品，截至2020年累计

1120万儿童受益。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为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

助，覆盖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13.2万

所，每年惠及3800余万名学生。

2.贫困人口饮水安全得到有力保障
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财政

资金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到2015年末

共解决了5.2亿农村居民和4700多万农

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农村饮水

安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十三五”规划期

间，又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累计解决2889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3.82亿农村人口受益。贫困地区自来水普

及率从2015年的70%提高到2020年的

83%。各地通过实施水源置换、净化处理、

易地搬迁等措施，累计解决952万农村人

口饮水型氟超标问题。

3.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得到充分保障
深入实施《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

划》和《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

方案（2018－2020年）》，实现义务教育有

保障，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大力改善贫困

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提升义

务教育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全国

中小学（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达到

100%，拥有多媒体教室的学校比例达到

95.3%。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

岗位计划，吸引更多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农

村贫困地区任教。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

师生活补助惠及8万多所学校、127万名

教师，累计选派19万名教师到边远贫困地

区、边疆民族地区支教。建立健全学生资

助体系，不断提高学生资助精准度，对义

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全部给予生活费补助。全国每年约1.5亿

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免除杂费并获得免费

教科书，约2500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

生活补助，约1400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实现相关教育经费可携带。农村贫困

家庭子女义务教育阶段辍学问题实现动

态清零，2020年贫困县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达到94.8%。

4.贫困人口基本医疗得到有效保障
实施健康扶贫工程，采取综合措施，

保障农村贫困人口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着力提高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

平，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持续完

善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除符合

基本医疗有保障标准、可不设立的外，实

现每个乡镇和每个行政村都有一个卫生

院和卫生室并配备合格医生，每个贫困县

至少有1家公立医院；98%的贫困县至少

有一家二级以上医院；贫困群众常见病、

慢性病基本能够就近获得及时诊治。把

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保障范围，贫困人

口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9.9%以

上，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实施大病集中救

治、慢病签约管理、重病兜底保障等措施，

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数量增

加到30种，包括儿童先心病、儿童白血病、

胃癌、食道癌、结肠癌、重性精神疾病等。

2000多万贫困患者得到分类救治，曾经被

病魔困扰的家庭挺起了生活的脊梁。

5.贫困人口住房安全得到切实保障
通过农村危房改造、建设集体公租房

等措施，帮助数千万贫困农民告别原来的

破旧泥草房、土坯房等危房，住上安全房，

农房抗震防灾能力和居住舒适度得到显

著提升，农村贫困人口住有所居和基本住

房安全得到切实保障。其中，2008年至

2020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2842.5亿元

补助资金，支持2762.2万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

残疾人家庭等贫困群众改造危房，帮助

8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住上了安全住房。

三、以发展促人权增进经济
社会文化权利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中国坚

持以发展促人权，推动全面落实经济社会

权利、文化教育权利以及生态环境权利，

人民生活更加富足安康、和谐幸福。

1.疫情防控奉行生命至上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以来人类经历的

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国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惜付出巨大经济

社会代价，在疫情暴发之初就采取最全面

最严格最有力的防控措施，有力扭转了疫

情局势，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疫情暴发初期，中国举全国之力实施

了规模空前的生命大救援，从全国调集最

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

源千里驰援武汉市和湖北省。2020年1

月24日至3月8日，全国共调集346支国

家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900多名公

共卫生人员驰援湖北；紧急调集4万名建

设者和几千台机械设备，分别仅用十多天

时间就建成了有1000张病床的火神山医

院、有1600张病床的雷神山医院和共有

1.4万余张床位的16座方舱医院。湖北省

共成功治愈3000余位80岁以上、7位百

岁以上患者，多位重症老年患者都是从死

亡线上抢救回来，充分体现了对每一个生

命的尊重和保护。

全力以赴救治患者，不遗漏每一个感

染者，不放弃每一位病患者，及时出台救治

费用保障政策，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

响就医、医疗机构不因费用问题影响收治，

最大程度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病亡率。

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

结合，不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大力推进

新冠疫苗接种，加快构筑免疫屏障。

2.卫生健康服务公平可及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中

国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健康中国行动，

推行普惠高效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断

提升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便

利性和可负担性。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全国

医疗卫生机构（包含医院、基层医疗机构、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由1978年的17万个

大幅增长到2020年的102.3万个。包括

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精神

卫生防治、应急救治、采供血、卫生监督等

各种专业机构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基本形成。公共卫生服务范围不断扩

大。城乡居民免费享受的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由2010年的9类扩展到2020年

的12类，项目内容覆盖居民生命的全过

程。持续实施脑卒中、心血管疾病高危筛

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癌症早诊早治等

项目，慢性病防控效果显著增强。主要传

染性疾病得到有效遏制。通过提升免疫

规划疫苗接种率，中国在2000年消灭了脊

髓灰质炎，在2012年消除了新生儿破伤

风，在2020年消除了疟疾，2021年被世界

卫生组织认证为无疟疾国家。艾滋病整

体疫情控制在低流行水平，结核病成功治

疗率保持在90%以上。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中国

致力于建立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改善医疗卫生资源的可及性和

便利性，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居民

就医感受明显改善。2020年，全国医疗卫

生机构床位总数达 911万张，其中医院

713万张，乡镇卫生院139万张；卫生技术

人员总数达1066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

业助理医师408万人，注册护士471万人；

全年总诊疗人次78.2亿人次，孕产妇产前

检查率达96.8%，住院分娩率为99.9%。

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构建“基层首诊、双向

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服

务体系。取消以药补医机制，建立基本药

物制度，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全面配备

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销售。

人民健康指标稳步改善。居民主要

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

水平。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 1981 年的

67.8岁增长到2019年的77.3岁。婴儿死

亡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37.6‰下降到

2020年的5.4‰。孕产妇死亡率从2002

年的43.2/10万下降到2020年的16.9/10

万，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的

典范”“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基本医疗

卫生与健康促进法通过并实施，为全方位

全周期维护人民健康、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提供法治保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

家不断引导居民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城乡居民在工作之余锻炼身体、关注饮食

健康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

3.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中国经济长

期持续稳定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385 元增至 2020 年的 72000

元。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 32189 元。居民消费结构日益优化。

2020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2%，比

1978年降低33.7个百分点。基本居住条

件显著改善。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从1978年的4.2平方米增长到2019年的

39.8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从1978年的8.1平方米增长到2019年的

48.9平方米。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从

1981 年的 1.5 平方米增长到 2019 年的

14.36平方米。实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帮助约2亿困难群众改善了住房条件。交

通基础网络日益完善，人民出行更加安全

便利。截至2020年，全国铁路运营里程达

14.6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运营里程3.8万

公里。公路总里程达519.81万公里，其中

高速公路里程16.1万公里。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里程达7354.7公里。信息化生活品质

大幅提升。中国政府大力实施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的信息化发

展成果。2020年，全国移动电话普及率达

113.9部/百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0.4%，其

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5.9%。截至

2021年6月，全国已建设开通5G基站84.7

万个。互联网在线购物等消费新业态蓬勃

发展。2020年，全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7.82亿，占网民整体的79.1%；全国网络零

售额11.76万亿元，比2019年增长10.9%。

4.就业更加充分
中国政府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

积极的就业政策，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突出强调“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致

力实现充分就业、体面就业、和谐就业的

美好愿景。建立起覆盖省、市、县、街道

（乡镇）、社区（村）的五级公共就业服务网

络体系。截至2020年，全国共有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4.58万家，全年为2.9亿人次劳

动者提供了就业、择业和流动服务；全国

就业人数为75064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

数为46271万人。2019年，中国城镇新增

就业1352万人，连续7年保持在1300万

人以上。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下，2020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仍达到

1186万人。民营企业提供了80%以上城

镇就业岗位。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

涌现，创造了大量兼职就业、灵活就业岗

位。劳动者工资收入快速增长，城镇非私

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从 1978 年的

615元增加到2019年的90501元。

5.公共文化服务不断优化
经过40多年的发展，覆盖城乡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文艺创作持续繁

荣，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2020年，全

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12个，博物馆5788

家，文化馆 3321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

32825 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575384个。全年出版各类报纸277亿份，

各类期刊20亿册，图书101亿册（张），人

均图书拥有量达7.24册（张）。全国广播

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9.4%，电视节目

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9.6%。全年生产电视

剧202部7476集，电视动画片116688分

钟，故事影片531部，科教、纪录、动画和特

种影片119部。实施广播电视户户通工

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等

文化惠民工程，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化、均等化，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

益。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累计建设可供全

国共享的数字资源约1274TB，数字图书

馆推广工程已覆盖全国39家省级图书馆、

376家市级图书馆，服务辐射2760个县级

图书馆。建设完善公共体育场、全民健身

中心、体育公园、健身步道、足球场、多功

能健身场地等多种类型的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倡导全民健身。2020年，全国共有

体育场地371.3万个，体育场地面积31亿

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2平方米，行

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基本实现全覆

盖，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37.2%。

6.受教育权利得到更好保障
中国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把教育公

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受教育权保障

水平显著提升。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从 2010 年的 56.6%提高到 2020 年的

85.2%，实现了学前教育基本普及。2020

年，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2%，义

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

平均水平。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

95%以上。建立覆盖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

教育的全学段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不让一

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目标基

本实现。倾斜支持农村教育、中西部地区

教育，全国96.8%的县实现义务教育基本

均衡发展，更多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孩子享

受到更好更公平的教育。全国高中阶段

教育毛入学率从2000年的42.8%提高到

2020年的91.2%，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0年的

12.5%提高到2020年的54.4%，高等教育

在学总规模超过4000万人，建成世界上

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

7.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全民
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

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

2020年，全国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3.4亿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10.2亿人，参保总人数超过13.6亿人；参加

生育保险人数23567万人。截至2021年6

月，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46709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

数54735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22229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27399万人，其中

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9082万人；参加生

育保险人数23546万人。国家还通过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在基本医保制

度之外对大病患者高额医疗费用予以保

障。构筑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

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等为主体，

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应救尽救的综合性

社会救助体系。截至2020年，全国共有

805万人获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3621万

人获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1万人获得城

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47万人获得农村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全年临时救助1341万人

次，全国共实施医疗救助18608万人次，支

出资金546.8亿元。为保障受疫情影响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2020年为困难群众发放

价格临时补贴资金218亿元，惠及4亿人

次；受疫情影响，困难群众有244万人新纳

入低保，有254万人次获得临时救助。

8.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中共十八大以来，将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国家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倡导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切实保护公民

环境权利。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空气更

加清新。2020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下降48.4%，提前

完成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碳排放

目标。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

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从2016年

的19.1%上升到2020年的24.3%（初步核

算数）。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

2020年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占59.9%。

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水质持续优化。

2020年，1940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

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83.4%，

比2019年上升8.5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

比例为0.6%，比 2019年下降2.8个百分

点；全国近岸海域优良（一、二类）水质比

例为77.4%，比2019年上升0.8个百分点；

劣四类水质比例为9.4%，比2019年下降

2.3个百分点。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土壤

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制定土壤污染

防治法，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

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为重点，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2014年至2019年，

全国依法依规关停涉重金属行业企业

3500余家，实施金属减排工程850多个。

开展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治理

修复等工作，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

定。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基本实现固体

废物零进口。人居环境不断改善。2020

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68%，

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超过

90%，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25.5%；

46 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覆盖居民

8300万户，居民小区覆盖率94.6%，地级及

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超过

90%。实施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截至2020

年，全国共建立自然保护地近万处，保护面

积覆盖陆域国土面积的18%，约90%的陆

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

群得到有效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由20世

纪 70年代初的 12.7%提高到 2020 年的

23.04%。在全球森林面积持续净损失达

1.78亿公顷的不利形势下，中国森林面积

近十年年净增约249.9万公顷，居全球第

一。2012年至2021年6月，累计完成防沙

治沙任务面积超过1900万公顷，封禁保护

面积达到177.2万公顷。中国率先实现了

荒漠化土地零增长，为实现《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2030年全球退

化土地零增长目标作出重要贡献。

9.人类发展指数大幅提升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

发展报告”，1990年中国还处于低人类发

展水平组，1996年便进入了中等人类发展

水平组，2011年又步入高人类发展水平

组。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从 1990 年的

0.499增长到2019年的0.761，是自1990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全球首次测算人

类发展指数以来，唯一从低人类发展水平

组跨越到高人类发展水平组的国家。

四、实行良法善治维护公民
权利政治权利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政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

保人民依法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

加真实的权利和自由。

1.拓展人民民主权利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

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人民民

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民主选举有序发展。城乡按相同人

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保证各地区、各民

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县级及

以下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强调保障人

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确保选举工作风清

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2016年开始的

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中，登记

选民10亿多人，直接选举产生近248万名

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全国共有五级人大

代表262万多名。 下转A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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