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袁效川 电话：85222322 ■版式设计：杨阳

6 版 聚 焦 2021年 4月 8日 星期四

来源：人民日报

神舟三号、神舟四号飞船成功发
射升空，我国冬奥会金牌实现零的突
破，我国成功获得2010年世博会举办
权……回首2002年，一件件举国欢庆
的喜事令人心潮澎湃。其中，有一件
大事对刚刚步入新世纪的中国来说意
义非凡——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了。

2002年11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
堂华灯璀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2100多
名代表和特邀代表出席。江泽民同志
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
告。这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
报告，从庄严的会场传向全国、全世
界，引起广泛关注。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召开的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国进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召开的一次
盛会，鲜明地回答了在新世纪新阶段
我们党坚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
什么目标的重大问题，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影响重大而深远。

迈向全面小康

当十六大代表、来自四川凉山彝族
自治州的祝春秀走出人民大会堂时，感
触颇多：参会之前10年，她所在的冕宁
县，群众住的大多还是茅草房；而参会
时，县里已建成了高速公路、大型水库，
老百姓看上了电视、收听上广播。

小康社会，国富民强，是中华民族
的千年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
懈追求。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把“小康”这
个词用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三步走”战略之中：第一步从1981年
到 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
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
到 20 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
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
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
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新世纪初，我国已成功实现了前
两步目标。当时的统计数字显示：截
至 2001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9593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90
年大约增长两倍，实现了从温饱到总
体上达到小康的巨大跨越。

前两步目标实现后，如何实施第
三步战略目标？党的十六大作出战略
部署：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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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战略决策，
从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响彻大江
南北，祖国各地涌动着改革和建设的
澎湃热潮。

“关于我国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
的判断，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的确立，是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
观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变化的
实际情况做出的。”时任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王梦奎说。

这是一个具有继往开来意义、十
分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符合我国国
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全国人
民的共同愿望，极大地振奋了党心民
心。“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理论和纲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和实践的丰富与发展，为全党
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在新世纪新的发展

阶段继续前进的方向。”王梦奎说。

明确举旗定向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理论指导
的党，也是一个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的
党。历史经验证明：对于有着数千万
党员的大党和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
说，正确的理论指导至关重要。

进入新世纪，党的理论如何根据
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创新？前进的道
路如何举旗定向？世纪之交，江泽民同
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
样建设党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上，“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得到全面系统阐述，
并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
正案）》中，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必须长
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在系统总结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
以来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时，党的
十六大报告指出：“这些经验，联系党
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
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
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
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大会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
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
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
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
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
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
思想。

十六大报告指出，“贯彻‘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
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
执政为民。”为了进一步增强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自觉性和坚定性，党的十六大后，党中
央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深入学习贯彻，有力推
动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和思想解放的过程，在中国大地上和
亿万人民的心中牢牢扎下了根，产生
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正确制
定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之初行动纲领
的前提。”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
主任金冲及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
于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推进理论
创新的党，“这是我们不断胜利前进的
根本。”

擘画新世纪蓝图

从科学总结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到进一步
提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提
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
确定这个目标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
面的要求；从提出新世纪新阶段的概
念，到强调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
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
有新举措的要求……十六大报告闪烁
着发展思想、改革思想和开放思想，对
今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和
指导意义。

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以胡锦涛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和
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
新、制度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
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
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
性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
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
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
着我们党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
场经济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把握和运
用市场经济规律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党中央通过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
革，以及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指导方
针的适时调整，使经济运行中的一些
突出矛盾得到缓解，国民经济保持了
增长较快、结构趋优、效益提高的良好
态势。到2007年，我国经济总量上升
到世界第四位，进出口总额上升到世
界第三位。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奋斗目标，到党的十八大提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任务，再到
如今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一步一
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今天，在
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正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真抓实干、埋头苦
干，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
勇前进！

“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
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
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
’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
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
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
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
发 展 史 上 一 个 新 的 里 程
碑。”2002 年 11 月，党的十
六大报告中正式将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作为我国在本
世纪头 20 年的社会发展目
标提了出来。

如今，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 社 会 已 取 得 决 定 性 成
就。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代
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朝着
党中央制定的奋斗目标接
续奋斗的结果。

小康，是中华民族自古
以 来 追 求 的 理 想 社 会 状
态。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
代初，邓小平同志在规划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时提
出了“小康社会”的战略构
想。1987 年，党的十三大提
出了我国经济建设分“三步
走”的战略方针，指出“第二
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
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
活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

六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出

“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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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党的十八大
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从 提 出“ 建 设 小 康 社
会 ”到“ 全 面 建 设 小 康 社
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几字之差，折射出随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的深入，“小康社会”的内
涵和意义得到了不断丰富
和发展，映照出中国共产党
人薪火相传、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的不
懈努力。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
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
们将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奋力谱写新的壮
丽篇章。

奋力谱写新篇章

十六大代表常德盛——

“全面小康是我们的最大心愿”
2002年11月8日，北京人民大

会堂，党的十六大正在召开，常熟市
支塘镇蒋巷村党委书记常德盛代表
听到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目标之后，忍不住鼓起了掌
……“当时全场掌声雷动，我也用力
地鼓掌。让蒋巷村如期实现全面小
康是我们的最大心愿。”常德盛回
忆：他之所以清晰地记得这一刻，是
因为这个目标正是他一直在思考的
问题。

回村后，常德盛就召开村两委
班子会议。“在‘十六大’精神鼓舞
下，大家围绕提高村民生活质量，提
出要进一步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
争取早日实现小康。”常德盛说。

“农业基础不能丢。”十六大以

后，蒋巷村开始推广现代农业，把土
地流转起来，交给种粮大户，用机械
化生产提高效益。18年多过去了，
如今的蒋巷村已经实现了集约化经
营、标准化生产、机械化耕作、生态
化种植，现代农业初具规模。

常德盛还看到了发展乡村旅游
的广阔前景。蒋巷村投资建造了蒋
巷宾馆、江南农家民俗馆、青少年科
普馆等游乐项目。如今，蒋巷村每
年吸引游客达20多万人次，成功入
选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富了口袋还要富脑袋！”从
2000年开始，常德盛每年组织开展
读书活动，鼓励大伙儿读书看报写
笔记，奖励爱读书者。村里还出钱
给每户订了 4份报纸和 1份杂志，

并专门送上一个书橱，还有四五十
本图书；同时投入资金建设农艺馆、
科普馆、图书馆等文化设施，每年不
定期组织村民参观。

如今，蒋巷村里，200多幢红瓦
绿荫“小洋房”的集中居住区，气化
灶具、太阳能热水器、卫生洁具等都
由村里提供；年底村民还有分红，去
年人均分到了1万元；投资近4000
万元建成护理院，拥有260张床位，
同专业养老护理机构合作，实行社
会化运营，村内村外的老人均可享
用。

“去年全村人均现金收入 5.61
万元，加上人均社区股份制分红 1
万元（不包括集体福利和别墅房补
贴）。”常德盛自豪地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