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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人民認可 接受歷史檢驗
打好三大攻堅戰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一切偉大的成就都是接續奮鬥的

結果，一切偉大的事業都需要在繼

往開來中推進。習近平總書記在省

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上提

出，我們要按照黨的十六大、十七

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各項要求，突出抓重點、補短

板、強弱項，特別是要堅決打好防

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

防治的攻堅戰，堅定不移深化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社會持續

健康發展，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

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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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偉藍圖催人奮進，百年夢想只爭朝
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勝

期。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
領導下，戮力同心，打好三大攻堅戰，我
們一定能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踏上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風險不容低估 困難要高度關注
「舉網以綱，千目皆張。」打好三大攻
堅戰，是破解制約全面小康社會的重點難
點問題，一鼓作氣向百年目標衝刺的現實
需要。
「越要由大國邁向強國，越要化解風

險。規模越大，在國際上的地位越重
要，風險也就越大。」中央黨校教授韓
慶祥表示，發展起來後出現的問題並不
比發展前少，甚至更多、更複雜了，既
有長期積累的老問題，也有發展中遭遇
的新挑戰。
風險不容低估，困難要高度關注。要預
見風險、防範風險，確保國家安全，保障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順利實現。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二字重千
鈞。打好三大攻堅戰，關係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是否能夠取得決勝。
「確保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

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黨
作出的莊嚴承諾。言必行，行必果。從太
行深處到大別山區，從隴中定西到呂梁山
區……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有5,500多
萬人擺脫貧困，貧困發生率降至4.5%，
成為世界上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的國家。
在看到以往脫貧攻堅顯著成效時，更
要清醒地認識到繼續這項偉大事業的難
度。「中國還需要提高4,000多萬人的生
活水平。」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
處前政策與合作事務負責人漢娜·賴德撰
文稱，減貧同樣受制於收益遞減規律，
向上述貧困人口伸出援手的難度會變得
很大。
惟其艱難，方顯勇毅。「擺脫絕對貧
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
誌性指標。」在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學家
張連起看來，打好三大攻堅戰，必將極大
提高全國各族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極
大增強人們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認同
感。

「污染治理短板亟待補齊」
全面小康，是全面發展的小康。打好三
大攻堅戰，有助於加快形成適應經濟新常
態的發展方式。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劉東超說，當前我國
農產品、工業品、服務產品的供給能力迅
速擴大，但提供優質生態產品的能力卻在
減弱，一些地方生態環境還在惡化。人民
群眾對藍天綠水、清新空氣、安全食品、
優美環境的要求越來越強烈，污染治理的
短板亟待補齊。
「如果到2020年我們在總量和速度上

完成了目標，但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
可持續問題更加嚴重，短板更加突出，就
算不上真正實現了目標，即使最後宣佈實
現了，也無法得到人民群眾和國際社會認
可。」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說。
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課題
組首席專家嚴書翰認為，打好三個攻堅
戰，堅定不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不僅對於
實現全面小康至關重要，也對第二個百
年奮鬥目標順利開局意義重大，將有助
於我們踏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
新征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
「權力干預司法，是長期影響司法公正的
頑疾。」六集政論專題片《法治中國》21
日晚在央視播出第四集《公正司法上
篇》。本集以全面依法治國為背景，以十
八屆四中全會精神為內涵，通過頂層設計
與基層實踐相結合的事例，展現司法體制
改革對於法治建設所起到的作用，以司法
責任制等一系列改革舉措，突顯「努力讓
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正
義」這一神聖使命。
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佈施行三

十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
們要依法公正對待人民群眾的訴求，努
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
感受到公平正義。同時，為消除影響公

正司法的深層次原因，習近平總書記在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體學習時提
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要緊緊牽住司
法責任制這個「牛鼻子」。

司法責任制顯效 審判質量提高
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副

主任姜偉表示，司法責任制改的是體制
機制，就是要把司法責任落實到人，誰
辦案誰負責。伴隨着改革落地，其效果
也逐步顯現。2016年，在立案數大幅增
長的情況下，全國法院一審服判息訴率
達89.2%，審判質量明顯提高。
保障律師執業權利、保障疑犯的合法

權利、規範涉案財物處置……人權司法
保障的進步，如一股股涓涓細流，匯合

成彰顯司法公正的大潮。
對於權力干預司法這一頑疾，習近平總

書記指出，要着力解決領導機關和領導幹
部違法違規干預問題。隨後，按照中央部
署，最高人民法院先後設立了6個巡迴法
庭，完成了巡迴法庭的合理佈局。與此同
時，為解決訴訟「主客場」問題，跨行政
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相繼成立，
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楊曉渡

表示，在當前全面從嚴治黨的大背景
下，一定要嚴格落實黨紀處分條例，促
進黨員領導幹部帶頭遵守憲法法律，支
持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為
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營造風清氣正
的良好環境。

一切事業成功的根本保障在黨的領導。
當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已經進入衝刺階
段，打好三大攻堅戰必須加強黨的領導。
中西部22個省份黨委和政府主要領導

向中央立軍令狀，穩定貧困縣黨政正
職，向貧困村派駐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
隊……這些有力的扶貧舉措正是在黨的
堅強領導下推行的。
「中央高度重視，形成了五級書記抓

扶貧、全黨合力促攻堅的生動局面。」
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如此描述黨的
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的特點。
事實上，針對當前的三大攻堅戰，中

央已進行充分而具體的部署。比如，針
對金融領域風險，日前召開的全國金融
工作會議把防範金融風險列為金融工作
三項任務之一，提出要把主動防範化解
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關係到污染防治的生態文明建設方
面，黨中央、國務院出台了一系列相關
文件，就基本目標、基本原則、具體方
法等進行了明確規劃和要求。
方向明確，路徑清晰。打好三大攻堅戰

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事關黨的工作全
局，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必須要加強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組織的

戰鬥堡壘作用和廣大黨員的先鋒模範作
用，確保中央政策能夠落好地。
昭通市是雲南省貧困人口最多的市。

在昭通市鎮雄縣雨河鎮樂利村，有一個
黨員扶貧先鋒隊，105名黨員編入三個支
部突擊隊，哪裡有困難就衝向哪裡。僅
僅四個月時間就完成了樂利新村房屋改
造、河道治理、道路建設、河堤建設等
主體工程，兩個月時間就完成了綠化、
亮化、美化等附屬工程。
三大攻堅戰是決勝全面小康社會衝刺

階段必須邁過的坎，必須發動廣大人民
群眾，齊心協力，堅決打贏打好。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宗

旨，廣大人民群眾是黨的事業不斷發展
的力量源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實
踐告訴我們，只要團結和發動廣大人民
群眾，任何困難都能戰勝。

污染防治需政府民眾共同參與
8月的塞罕壩，鬱鬱葱葱，滿目蒼翠，

這裡被譽為「花的世界，林的海洋，水
的源頭，雲的故鄉」，每年吸引着50多
萬名遊客慕名前來。從沙漠變綠洲，從
荒原變林海，塞罕壩治理的背後是三代
人的艱辛付出。

沒有人民群眾的參與，就不可能有今
天的塞罕壩。污染防治工作不僅需要各
級政府的嚴防死守和真抓實幹，更需要
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投入，共同建設好、
守護自己的綠色家園。
眼下，要在三年多時間裡讓現行標準

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
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必須在黨
的領導下，充分發動廣大人民群眾，依
靠人民群眾的勤勞與智慧，才能最終實
現小康路上一個也不落下。
「經過五年來的砥礪奮進，人民群眾

對堅決打好打贏三大攻堅戰、決勝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充滿期待和信心，也對在
此基礎上踏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新征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充滿
期待和信心。」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
副主任施芝鴻說。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在以習近平同

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人民
群眾的奮發努力下，美好圖景正在展
現：經濟社會發展更加均衡，「五位一
體」總體佈局更加深入，廣大人民群眾
的幸福感和獲得感更加充實，社會發展
的基礎更加牢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
將如期實現。

「攻堅戰」，意味着要過「深水區」、
啃「硬骨頭」，不是一個衝鋒就能解決
的。必須用改革的思維、科學的方法、踏
實的作風，瞄準靶子，精準發力，穩扎穩
打，攻克難關。

深化改革 銳意創新
打好三大攻堅戰必須深化改革，銳意創

新。
「惟改革者進，惟創新者強，惟改革創
新者勝」。越是難題，越需要通過改革的
辦法來尋找突破口。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正是通過一系

列頂層設計，統攬全局、系統謀劃、狠抓
落實，多項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打好三大攻堅戰，必須採取切實可行

的舉措，以解決突出制約問題為重點，
積極主動推進相關領域改革創新。讓重
大風險通過改革發展得以化解，讓深度
貧困難題通過改革得以攻克，把推動綠
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擺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努力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
境保護協同共進，為人民群眾創造良好
生產生活環境。
針對污染防治的難題，2015年7月，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
議審議通過了《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
行）》，明確建立環保督察機制。2015
年12月31日至2016年2月4日，中央環
保督察組率先在河北開展環保工作督察
試點。
持續颳起的環保督察風暴，讓對綠水

青山充滿期盼的人們看到了希望。目
前，我國已實現對31個省份的中央環保
督察全覆蓋。未來，隨着環保督察等機
制的不斷完善，污染防治的力度會更
大、效果會更好。

把握關鍵 重點突破
打好三大攻堅戰必須把握關鍵，重點突

破。要在工作中找準「主攻點」、牽住
「牛鼻子」。
「全面小康一個也不能少，目前仍有

4,000多萬的貧困群眾需要脫貧，再靠
『大水漫灌』的方式是不能解決的，必須
要通過精準扶貧的方式，要有針對性地進
行工作。」辛鳴說。
而如何在精準扶貧中找準着力點十分

關鍵。總結各地實踐和探索，好路子好
機制的核心就是要做到扶持對象精準、
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
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
準。
今年3月底，河南蘭考縣正式退出貧困

縣，成為全省首個脫貧「摘帽」的貧困
縣。蘭考脫貧攻堅伊始，就對貧困戶進行
精準識別，新增了貧困人口8,845人，清
退15,756人，糾錯26,647人，為精準施
策奠定了良好基礎。當地幹部群眾總結
說，蘭考率先脫貧，實施精準扶貧措施很
關鍵。
實際上，無論是精準脫貧還是防範化解

重大風險或者是污染防治，都必須在關鍵
施策上出實招、在重點突破上下實功，才
能在落地上見實效。

打好三大攻堅戰必須遠近結合、方法得
當。
三大攻堅戰既是眼下必須攻克的難題，

又是利在長遠的重要課題。一方面，要充
分認識到三大攻堅戰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的重要舉措，要有高度的緊迫感和使
命感。另一方面，也不能因急於求成而忽
視過程中存在的風險。
以金融領域為例，當前，各金融部門正

在緊鑼密鼓地採取措施，加強監管，防範
化解金融風險，推動金融業回歸本源，服
務實體經濟。
專家提醒，在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過程
中，稍有不慎就可能釀成新的風險、產生
新的問題，必須找對方法，把解決當前的
問題和促進未來的發展相結合，穩步推
進，確保金融市場穩健運行。
既要有「只爭朝夕」的緊迫感，又要防
止欲速則不達，打好三大攻堅戰必須一步
一個腳印，踏實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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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黨的領導 開創美好局面

敢過「深水區」
敢啃「硬骨頭」

懷揣緊迫
踏實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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