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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发布

激励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战
� � 8 月 19 日，新华社对外发布
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
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8 月 20 日，国务院新闻办就
《指导意见》举行新闻发布会，中
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韩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欧青平介绍
《指导意见》，并答记者问。

《指导意见》强调要着力激
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着力夯实
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基础，着力加
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切实提高
贫困人口获得感， 确保到 2020
年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
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打好基础。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指导
意见》强调要坚持调动全社会扶
贫积极性。 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
两方面力量作用， 强化政府责
任，引导市场、社会协同发力，构
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
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

3000 万左右贫困人口需
脱贫

《指导意见》指出，党的十九
大明确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
大攻坚战之一， 作出了新的部
署。 从脱贫攻坚任务看， 未来 3
年， 还有 3000 万左右农村贫困
人口需要脱贫，其中因病、因残
致贫比例居高不下，在剩余 3 年
时间内完成脱贫目标，任务十分
艰巨。

特别是西藏、 四省藏区、南
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
江州、甘肃临夏州（以下简称“三
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不仅
贫困发生率高、 贫困程度深，而
且基础条件薄弱、 致贫原因复
杂、发展严重滞后、公共服务不
足，脱贫难度更大。

针对这一情况，《指导意见》
提出，到 2020 年，要巩固脱贫成

果， 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
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
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
保障兜底一批，因地制宜综合施
策，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 消除绝对贫困；确
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
整体贫困。 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实现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
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
水平，主要有：贫困地区具备条
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贫
困村全部实现通动力电，全面解
决贫困人口住房和饮水安全问
题，贫困村达到人居环境干净整
洁的基本要求，切实解决义务教
育学生因贫失学辍学问题，基本
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保险实现贫困人口全覆盖，最低
生活保障实现应保尽保。 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和革命老区、民族地
区、 边疆地区发展环境明显改
善，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全面
脱贫任务。

为实现这一目标，《指导意
见》强调要坚持调动全社会扶贫
积极性。 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
方面力量作用， 强化政府责任，
引导市场、社会协同发力，构建
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
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

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脱贫
攻坚

在社会扶贫方面，《指导意
见》提出要激励各类企业、社会
组织扶贫，大力开展扶贫志愿服
务活动。

落实国有企业精准扶贫责
任，通过发展产业、对接市场、
安置就业等多种方式帮助贫困
户脱贫。 深入推进“万企帮万
村”精准扶贫行动，引导民营企
业积极开展产业扶贫、 就业扶
贫、公益扶贫，鼓励有条件的大
型民营企业通过设立扶贫产业

投资基金等方式参与脱贫攻
坚。持续开展“光彩行”活动，提
高精准扶贫成效。

支持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 加快建立社会组织帮扶项
目与贫困地区需求信息对接机
制， 确保贫困人口发展需求与
社会帮扶有效对接。 鼓励引导
社会各界使用贫困地区产品和
服务， 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户
融入大市场。 实施全国性社会
组织参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行动。 实施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服务三区计
划”、“服务机构牵手计划”、“教
育对口扶贫计划”，为贫困人口
提供生计发展、能力提升、心理
支持等专业服务。 加强对社会
组织扶贫的引导和管理， 优化
环境、整合力量、创新方式，提
高扶贫效能。 落实社会扶贫资
金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

动员组织各类志愿服务团
队、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开展扶贫
志愿服务。 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服务贫困地区系列行动计划，
支持引导专业社会工作和志愿

服务力量积极参与精准扶贫。 推
进扶贫志愿服务制度化，建立扶
贫志愿服务人员库，鼓励国家机
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
组织等组建常态化、专业化服务
团队。 制定落实扶贫志愿服务支
持政策。

实施精装帮扶

《指导意见》明确要求，要坚
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
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
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
脱贫成效精准，因地制宜、从实
际出发，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
怎么扶、如何退问题，做到扶真
贫、真扶贫，脱真贫、真脱贫。

《指导意见》强调要强化到
村到户到人精准帮扶举措，其中
多处涉及社会力量的参与。

产业扶贫方面， 多渠道拓
宽农产品营销渠道， 推动批发
市场、电商企业、大型超市等市
场主体与贫困村建立长期稳定
的产销关系，支持供销、邮政及

各类企业把服务网点延伸到贫
困村， 推广以购代捐的扶贫模
式， 组织开展贫困地区农产品
定向直供直销学校、医院、机关
食堂和交易市场活动。 鼓励各
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向贫
困户提供便利高效的农业社会
化服务。

就业扶贫方面， 鼓励开发
多种形式的公益岗位， 通过以
工代赈、以奖代补、劳务补助等
方式， 动员更多贫困群众参与
小型基础设施、 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等项目建设， 吸纳贫困家
庭劳动力参与保洁、 治安、护
路、管水、扶残助残、养老护理
等，增加劳务收入。

教育脱贫攻坚方面，《指导
意见》 鼓励通过公益捐赠等方
式，设立贫困地区优秀教师奖励
基金，用于表彰长期扎根基层的
优秀乡村教师。

扶贫扶志行动方面，推广以
表现换积分、 以积分换物品的
“爱心公益超市” 等自助式帮扶
做法，实现社会爱心捐赠与贫困
群众个性化需求的精准对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要强化落地，
吹糠见米，做到人员到位、责任
到位、工作到位、效果到位。 ”脱
贫攻坚越往后越难，面对的都是
贫困的难中之难、坚中之坚。

面对新情况和新形势，全体
民政人以“啃硬骨、拔穷根”的决
心，牢牢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到民政领域
脱贫攻坚三年行动中，坚持精准
扶贫真调研、 整治清退见实效、
多措并举齐帮扶，把各项政策更
好惠及贫困群众，确保脱贫攻坚
工作落地生根。

7 月初， 民政部党组召开会
议，专题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
行动的指导意见》， 研究部署民
政领域脱贫攻坚三年行动相关
工作。 同期，部长黄树贤在甘肃
调研时强调，要坚决完成好脱贫
攻坚战相关兜底保障任务。

三分决策，七分执行。 为确
保党中央、国务院和民政部有关
脱贫攻坚决策部署落实到位并
取得成效， 各地民政部门迅速
行动， 从贫困群众需求方面施
策， 出台政策助力贫困地区脱
贫致富。 如山东省民政厅出台
《关于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民政
领域脱贫攻坚工作的实施意
见》，通过科学制定农村低保标
准、 提高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特

困人员集中供养率、 扩大残疾
人“两项补贴”覆盖面等举措，
助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
作。 贵州省民政厅、省扶贫办按
照省委省政府“大扶贫”战略决
策部署，联合制定《贵州省民政
兜底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确保有效保
障农村贫困群众基本生活水平
与脱贫攻坚进程相适应、 与全
面小康进程相适应。

同时，各地民政部门聚焦深
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发
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
势，整合各方资源，助力脱贫攻
坚。 如四川省民政厅为鼓励社
会组织参与深度贫困县脱贫攻

坚,今年设立 4500 万元“种子基
金”,引导全省性社会组织参与
深度贫困县脱贫攻坚工作。 河
南省民政厅印发《关于引导和
动员全省性社会组织参与脱贫
攻坚的通知》，鼓励支持全省性
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通过慈善帮扶、产业帮扶、志愿
帮扶等多种帮扶形式， 帮助困
难群众脱贫增收，助力打赢脱贫
攻坚战。

此外，各地还强化脱贫攻坚
责任和监督建设，开展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严肃
处理和坚决纠正在脱贫攻坚工
作中搞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三年之战。 如甘

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脱贫攻坚兜底保障
工作的通知》， 严肃查处兜底保
障工作中的“人情保”“关系保”

“错保”“漏保”问题。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

脚更长的路。 眼下，各地民政部
门切实把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作为民生底线、 工作之本，凝
心聚力，坚决打赢民政领域脱贫
攻坚这场硬仗，着力推进深度贫
困地区各项民政工作落地见效，
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道路上
不漏一村不落一人。

（据 《中国社会报 》，节选自
《奋进在推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的征途上》）

啃硬骨拔穷根 全力打好三年攻坚战

� � 8 月 20 日，国务院新闻办就《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举行发布会（图片来源：中
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