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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国家高端智
库2月28日向全球发布

《中国减贫学》智库报
告，从政治经济学视野
解读中国减贫伟大实
践、中国特色反贫困理

论及其世界意义。
中国的经验，世界的智慧。脱贫

一直是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的突出难
题。2020 年，新冠疫情叠加气候灾
难，全球极端贫困人口20多年来首次
反弹。在此背景下，中国完成了消除
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提前10年实现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
目标，以堪为世界之最的减贫速度和
减贫数量，创造了又一个人间奇迹。

中国减贫“密码”，有中国特色，更
具世界意义。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立足
实际，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减贫道

路。中国基于本国国情进行的大规模
减贫实践和对减贫规律的理论探索，
可以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探索自己的减
贫之路提供新的视角和有益参考。英
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席、著名经
济学家吉姆·奥尼尔说，中国减贫经验
有很强独特性，值得他国借鉴。

不少研究减贫的外国学者指出，
坚强领导是中国减贫“密码”的关键所
在。《中国减贫学》智库报告将外国学
者认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减贫经验
概括为“5D”：坚强领导、细绘蓝图、发
展导向、数字管理和分级实施，将“坚
强领导”放在首位。中国始终坚持党
中央对脱贫攻坚的集中统一领导，统
筹谋划，强力推进。“只有执政党拥有
强有力的执政力和出台有利于人民的
政策，才能实现有效脱贫”，美洲基督
教民主组织主席胡安·卡洛斯·拉托雷

评论说。
精准扶贫是中国减贫“密码”的制

胜法宝。为解决绝对贫困“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中国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
了精准扶贫方略，用发展的办法消除
贫困根源。《中国减贫学》智库报告提
出，中国创造性地拓展了“益贫市场”
机制。在精准减贫领域，“有为政府”
这一“看得见的手”是必不可少的“赋
能之手”。中国提出“六个精准”“五个
一批”，系统解决了扶贫中“扶持谁、谁
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老挝
领导人本扬亲自走访“精准扶贫”典型
湖南省十八洞村，探寻中国减贫经
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高度
评价精准扶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
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
的唯一途径”。

共享发展是中国减贫“密码”的价

值理念。让贫困人口分享发展成果，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议题。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
在近百年奋斗征程中带领人民攻坚克
难、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党的十九
大报告明确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
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
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巴基斯坦正义
运动党高级领导人卡西姆·苏里率团
考察江西省扶贫经验后感叹，中国的
共享理念值得世界借鉴。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如今的中
国，正由消除绝对贫困向乡村振兴转
变。中国乐于与全球分享减贫理论和
实践，愿同世界各国一道迎接全球贫
困治理全新挑战，共建一个消除贫困、
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记者 乔继红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中国减贫“密码”的世界意义
新华
时评

SHIPING

国际疫情 GUOJIYIQING

新华社日内瓦2月 28日电
（记者刘曲） 世界卫生组织 28 日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
冠确诊病例达113467303例。

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8日17时31分
（北京时间3月1日零时31分），全
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384956
例，达到113467303例；死亡病例增
加8230例，达到2520550例。

世卫组织：全球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达113467303例

3月1日，一名女子在菲律宾马尼拉接种中国科兴新冠疫苗。菲律宾
3月1日开始启动中国科兴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新华社发

菲律宾开始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2月28日，戴着口罩的行人走在日本东京街头。日本官员2月28日
说，日本政府定于3月7日全面结束因新冠疫情实施的紧急状态，但旨在
拉动消费的旅游补贴政策仍将暂停。日本大阪府、京都府、兵库县、爱知
县、岐阜县和福冈县6地紧急状态28日结束，但东京都和周边埼玉县、千
叶县、神奈川县4地紧急状态依旧维持。 新华社发

日本政府定于
3月7日全面结束紧急状态

3月1日，理发师在德国科隆的一家理发店为顾客服务。因新冠疫情
关闭的德国理发店于3月1日恢复营业。 新华社发

德国理发店恢复营业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
（记者梅世雄 梅常伟）国防部新
闻局3月1日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
答记者问。国防部新闻局表示，中
国军队正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
向巴基斯坦、柬埔寨、蒙古国、菲律
宾等国军队提供疫苗援助。

国 防 部 新 闻 局 表 示 ，截 至
2021年2月，中国军队已向莫桑比
克、塞尔维亚等 50 个国家军队提
供口罩、呼吸机等防疫物资，向巴
基斯坦、柬埔寨、蒙古国、菲律宾等
国军队提供疫苗援助，向柬埔寨、
巴基斯坦等4国派出医疗专家组。

中国军队向巴基斯坦
等国军队提供疫苗援助

马赛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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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人是生活在东非地区历史
悠久的游牧民族，主要分布在肯尼
亚南部及坦桑尼亚北部。

图①：一名马赛人参加在肯尼
亚纳罗克郡举行的男子成年仪式。
图②：在肯尼亚纳罗克郡，马赛人在
男子成年仪式上唱歌。图③：肯尼
亚纳罗克郡的马赛妇女搬运用于生
火做饭的木柴。图④：一名马赛人
在肯尼亚纳罗克郡举行的男子成年
仪式上跳舞。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洛杉矶 2月 28 日电
（记者高山 黄恒）第78届美国电影
电视金球奖（简称金球奖）颁奖典礼2
月28日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
中国导演赵婷凭借电影《无依之地》斩
获金球奖最佳导演奖，《无依之地》也
被评为金球奖剧情类最佳影片。

1982 年生于北京的赵婷成为金
球奖 78 年历史上第一位夺取最佳导
演奖的亚洲女性，也是继芭芭拉·史翠
珊之后第二位夺取金球奖最佳导演的
女性。

中国导演赵婷斩获
金球奖最佳导演奖

据新华社喀布尔3月1日电（记者
史先涛 陈鑫）阿富汗国防部1日发
表声明说，政府军日前在一次军事行
动中打死30名塔利班武装分子。

声明说，政府军2月28日在卡皮
萨省内杰拉卜地区展开打击行动，打
死30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另有6名武
装分子被打伤。在被打死的塔利班武
装分子中，有16人同时也是“基地”组
织武装分子。政府军在行动中还摧毁
了武装分子的大量武器弹药。

塔利班方面尚未对阿富汗国防部
的声明做出回应。

阿富汗政府军打死
30名塔利班武装分子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3月 1日电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日说，日前
发生在阿曼湾的以色列籍货船爆炸事
件是由伊朗制造的。伊朗外交部对这
一指控表示强烈反对。

“埃利奥斯·雷伊”号货船从沙特
阿拉伯东部达曼港起航前往新加坡，2
月 25 日晚在阿曼湾发生爆炸。爆炸
致使船体出现两个洞，但货船仍能行
驶，船员平安。

以总理称
货船爆炸是伊朗所为

●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澳政
府对外国投资、特别是中国投资
进行越来越多审查所带来的影
响，2020年中国对澳投资比上
一年下降61%。

●韩国总统文在寅1日表示，韩
国政府已做好充分准备，愿随时
随地与日本政府进行对话，推动
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发展。

●日本内阁广报官、即首相公关
事务主管山田真贵子1日以身体
不适为由，正式辞职。她因接受
首相菅义伟长子菅正刚超规格宴
请而招致批评。

●韩国政府部门最新数据显示，
受连年来人口出生率低和人口老
龄化影响，今年1月韩国15岁至
64岁劳动年龄人口约为3699
万，占总人口的71.4%，为23年
来最低水平。

●澳大利亚政府一名部长被控
30多年前犯下强奸案，目前警方
正在调查此案。一些反对党议员
要求这名部长在接受调查期间暂
停担任部长职位，但遭到澳总理
斯科特·莫里森回绝。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2月
28日在基希讷乌表示，欧盟密切
关注摩尔多瓦的政治局势，打击
腐败和加强法制是摩尔多瓦唯一
出路，欧盟支持摩尔多瓦改革。

均据新华社电

NEWS 微新闻

近期闭幕的二十国集团(G20)财
长会就全球数字税谈判取得进展，
多国有望年中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框架下达成一份有关数字税的国
际协议。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2月
26 日在视频会议上说，涉及对跨国
技术企业征收全球数字税，美国新
政府将放弃上届政府所坚持的“安
全港条款”。法国和德国财政部长
继而预期，7月有望达成有关数字税

的协议。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

导的政府坚持在数字税协议中加入
旨在保护美国技术巨头利益的“安
全港条款”。

欧洲联盟和多个国家政府指
认，谷歌、脸书、苹果、亚马逊等大型
跨国技术企业在多国从事经营、获
取巨额收入，却选择在低税率地区
注册总部以求“合法”避税，使所在
国传统产业和中小型技术企业遭受

不公平竞争，使用户所在国政府蒙
受损失。数字税寻求根据这类企业
在本国境内的实际经营规模征税。
这类跨国技术企业多来自美国，特
朗普政府因而指责贸易伙伴“歧视”
美国企业。

法国和德国政府2月26日赞赏
耶伦上述表态，期待有关数字税的
国际协议年中达成。

德国财政部长奥拉夫·肖尔茨
称美国上述立场为重大突破，可
能为达成更广泛协议扫除障碍。
他说，耶伦告诉 G20 财长，美国将
参与全球数字税，这项税收将适
用于所有企业；美国同时打算改
革本国最低企业税制，以顺应经
合组织有关建立全球最低企业税
率的倡议。

据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政府或放弃“安全港条款”

全球数字税协议有望年中达成
核心
提示

近期闭幕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会就全球数
字税谈判取得进展，多国有望年中在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框架下达成一份有关数字税的国际协议。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政府坚持在数
字税协议中加入旨在保护美国技术巨头利益的“安全港条款”。

据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英格
兰公共卫生局2月28日说，英国累
计确诊 6 例最早在巴西发现的变
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其中 1 人

仍然没被追踪到，因为此人填表时
没填联系方式。

扎哈维说，眼下暂不清楚“第
六人”是否去过巴西。

英国急寻感染变异病毒“第六人”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2月28
日电（记者荆晶） 南非总统拉马
福萨 28 日宣布，随着感染新冠肺
炎人数日益减少，南非决定将“封
城”等级从三级下调至最低等级

一级。
拉马福萨说，“封城”等级降至

一级意味着限制南非经济活动的
大部分规定都被取消，“希望此举
能刺激消费、促进就业”。

南非下调“封城”等级至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