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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落实全国两会精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述评
� � “我们要努力克服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付出更加
艰辛的努力，坚决夺取脱贫攻坚
战全面胜利。 ” 习近平总书记 5
月 23 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
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
强调。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国
两会落幕，征程再启。 全国上下
加快落实两会精神， 再接再厉，
攻坚克难，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
的全面胜利。

坚决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
贫任务

全国两会结束， 全国人大
代表、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昭觉县庆恒乡庆恒村党支部书
记吉克石乌合上厚厚的笔记
本， 连同政府工作报告小心地
打包进行李。

“我回去要第一时间将两会
精神传达给乡亲们，中央这么多
帮扶政策， 我们一定加油干，确
保如期完成脱贫任务。 ”她说。

就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
夕，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
昭觉县阿土列尔村的 84 户贫困
户， 告别了祖辈生活的悬崖，搬
进了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开始了新生活。

“到 2020 年确保我国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
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
贫困问题， 是我们党对人民、对
历史的郑重承诺。 ”

5 月 23 日， 习近平总书记
看望政协经济界委员时的讲话
再次宣示兑现这一庄严承诺的
决心。

脱贫攻坚攻下了一个个堡垒。
“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109

万，贫困发生率降至 0.6%，脱贫
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 ”政府工
作报告展示了我国去年脱贫攻
坚的靓丽“成绩单”。

脱贫攻坚以来，9300 多万贫
困人口脱贫， 贫困发生率由
10.2%降至 0.6%， 区域性整体贫
困基本得到解决。

脱贫攻坚还剩下很多“硬
骨头”。

目前全国还剩余 551 万贫
困人口未脱贫，52 个贫困县未摘
帽，2707 个贫困村未出列， 主要
集中在包括四川凉山州在内的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
“虽然同过去相比总量不

大， 但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
贫困程度深、 致贫原因复杂多
样，剩余贫困人口中近一半是老
年人、病人、残疾人等。 ”中国扶
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说，要完成
剩余脱贫攻坚任务，需要更大的
决心和力度推动。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
决胜之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任
务更重、挑战更大。

“脱贫攻坚越是收官阶段挑
战越大，越是要牢牢把握精准要
义。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
中央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曲凤
宏说，要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预防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重点关注“三区三州”深度贫
困地区老年人、残疾人、重病患
者，加快补齐贫困地区涉水基础
设施和生态修复的短板弱项。

巩固和拓展产业就业扶贫

脱贫攻坚，人民至上。 精准

扶贫，扶到点上。
“回去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

是开抖音账号， 学习直播带货，
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千方百计把
扶贫产业巩固住。 ”全国人大代
表、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
镇五星村村委会主任余绍容说。

“市县长和扶贫干部直播带
货是一种创新实践，是真正帮助
贫困户解决眼前的困难。 ”汪三
贵说，接下来要建立可持续的产
销对接机制。

国务院扶贫办联合拼多多
近日启动了消费扶贫直播行
动，由贫困地区市县长带头，组
织 100 场消费扶贫直播促销活
动， 帮助贫困户解决农产品卖
难问题。

脱贫攻坚要有经济增长做
支撑。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守住

“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
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就能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全国人大代表、 江苏省宿
迁市委书记张爱军说， 接下来
继续通过开发公益岗位、 扩大
劳务输出、 促进贫困劳动力就
地就近就业等方式， 确保稳定
脱贫不返贫。

海底捞执行董事、 首席战
略官周兆呈说， 今年要继续加
大贫困地区农产品采购和贫困
劳动力用工， 稳定贫困地区增

收渠道。
疫情影响下市场波动，建立

利益联结机制，才能应对风险巩
固脱贫成果。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是
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
重要举措。”全国政协常委、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党委书记、 董事
长解学智说， 要积极盘活农村
集体资产资源， 推广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经
验， 推进农村集体土地集约化
利用、厂房设施市场化经营、集
体闲置资金资本化运营，唤醒沉
睡的资产。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
胜利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兰坪县永安社区的扶贫车间里，
30 多名村民正在赶订单，他们缝
制的民族服饰将销往广东等地。

怒江州属于“三区三州”深
度贫困地区， 目前全州还剩余
4.43 万名贫困人口。

“为了攻克最后的贫困堡
垒， 怒江州聚焦当地特色产业，
正全力冲刺，确保在今年上半年
完成脱贫任务。 ”全国人大代表、
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长李
文辉说。

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夺取全
面胜利要有非常之策。

一系列举措，勾勒出收官之
年行动图———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健全和
执行好返贫人口监测帮扶机制，
巩固脱贫成果； 预算报告提出，
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
金安排 1461 亿元； 计划报告提
出，继续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
贫困地区，对未摘帽贫困县和贫
困村实施挂牌督战……

瞄准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
胜利目标，各个部门、社会各界
都已行动起来———

国务院扶贫办、 中央网信
办、教育部、农业农村部、商务
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工商联
等部门将依托政府采购政策，继

续深入推进消费扶贫行动。
“下一步，要引导农业政策

性金融机构加大对村集体经济
组织投入，形成多方投入合力。 ”
解学智说。

农发行聚焦剩余脱贫任务，
近期专门针对 52 个未摘帽贫困
县又推出特殊支持政策， 并实
施由总行领导分片包干的挂牌
督战。

全国人大代表、海口美兰国
际机场监事长廖虹宇说，要畅通
海南特色农产品的物流通道，探
索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补上
更多贫困地区的交通物流短板。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工商
联副主席、海特集团董事长李飚
说，要扎实做好“万企帮万村”精
准扶贫行动，今年要让更多的企
业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

消费扶贫、专项扶贫、行业
扶贫……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脱
贫攻坚的“大扶贫格局”形成，汇
聚起全社会支持脱贫攻坚的强
大合力。

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坚持党的领导是关键。

“群众富不富， 关键在支
部。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淄
博市委副书记、市长于海田说，
我们要发挥农村党支部的带头
作用，以决战决胜的坚定信念，
以苦干实干的作风， 瞄准短板
弱项，奋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
胜利。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
村 2016 年整村脱贫。 2019 年，全
村人均纯收入从 2013 年的 1668
元提高到 14668 元。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龙晓华
说，按照“四个不摘”要求，我们
全力推进脱贫质量“回头看”，补
齐短板弱项， 全面落实教育、医
疗、住房保障、特困群众兜底保
障等政策，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如
期脱贫，我们一定能够夺取脱贫
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据新华社）

� � 6 月 5 日， 国务院扶贫办公
布近期脱贫攻坚重点工作最新
进展。 截至 5 月 31 日，各地持续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
作，“三保障” 和饮水安全建设进
度明显加快，挂牌督战有序推进，
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已超过
去年， 扶贫龙头企业和扶贫车间
基本复工复产， 消费扶贫行动开
局良好， 防止返贫监测机制基本
建立，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
位定点扶贫工作深入开展， 社会
各界参与脱贫攻坚氛围浓厚。

一、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情
况。 25 个省份已外出务工贫困劳

动力 2750.7 万人，占去年外出务
工总数的 100.79%， 较 3 月 6 日
增加 1330.66 万人，提高 48.76 个
百分点。 其中，省外务工 1003.79
万人、 省内县外务工 497.04 万
人、县内务工 1249.84 万人，分别
占去年总数的 99.75%、101.54%、
101.32%。摸排出有外出务工意愿
的 104.63 万人。2020 年已外出务
工贫困劳动力人数超过去年的
有 17 个省份：河北、山西、吉林、
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
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
南、陕西、甘肃、新疆。 52 个挂牌
督 战 县 2020 年 已 外 出 务 工

273.42 万人，占去年外出务工人
数比例 107.45%。

二、扶贫公益岗位情况。 中
西部 22 个省份扶贫公益岗位安
置 418.49 万贫困人口，其中护林
员 117.16 万人，光伏扶贫公益岗
位 97.06 万个， 护路员 29.04 万
人，其他岗位 175.23 万人。

三、扶贫项目开工情况。 中
西部 22 个省份安排扶贫项目
41.55 万个， 已开工项目 37.36
万个，开工率 89.92%，较 3 月 6
日增加 26.04 万个， 提高 57.85
个百分点。开工率高于 95%的有
5 个省份：新疆、河南、安徽、山

西、陕西。
四、扶贫龙头企业和扶贫车间

复工复产情况。 中西部 22个省份
有扶贫龙头企业 28586个，已复工
27960个，复工率 98%，较 3月 6日
增加 3060个、复工率提高 16.47个
百分点。 吸纳贫困人口就业 81.31
万人。 中西部 22个省份有扶贫车
间 29062个， 已复工 28660个，复
工率 98.6%，较 3月 6日增加 8273
个、复工率提高 35.53个百分点。吸
纳贫困人口就业 37.16万人， 较 3
月 6日增加 15.14万人。

五、消费扶贫行动情况。 中
西部 22 个省份共认定 52190 个

扶贫产品 ， 较 3 月 6 日增加
39384 个 。 涉及 1532 个县和
19223 个供应商。 全年可提供商
品价值总量 4606.82 亿元， 较 3
月 6 日增加 3125.69 亿元， 销售
金额 482.56 亿元。 东部 9 省市消
费扶贫金额 70.77 亿元。

六、建立完善防止返贫监测
和帮扶机制情况。 22 个中西部省
（区、市）和东部的辽宁、江苏、福
建、山东认真开展防止返贫监测
和系统录入工作，新识别脱贫不
稳和边缘人口 46.91 万人， 较去
年摸排数净增加 19.16 万人。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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