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三区三州 ’等深度贫
困地区，国资委和中央企业
作为扶贫工作重中之重，全
力攻坚。 目前共有 34 家中
央企业在 ‘三区三州 ’等深
度贫困地区定点扶贫和对
口支援 79 个贫困县 ， 其中
62 个已脱贫摘帽。 据不完全
统计 ，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 ，中央企业仅在 ‘三区三
州’79 个贫困县累计投入无
偿帮扶资金 64 亿元。

� � 中国华能为对口支援的青海尖扎县德吉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安装屋顶光伏

打硬仗 加大 “三区三州”
脱贫攻坚力度

“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
仗，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
这场硬仗中的硬仗。 ”近 3 年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每年召开的脱
贫攻坚主题的座谈会上都强调
做好“三区三州”脱贫工作。

国资委高度重视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推动有关中
央企业突出帮扶重点，加大对深
度贫困地区支持力度。 党的十八
大以来， 国资委先后 18 次召开
深度贫困地区专项会议、举办活
动，专门对“三区三州”等深贫地
区作出部署。

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
带队赴甘肃、西藏、新疆、青海等
地调研指导， 召开现场推进会，
推动中央企业将帮扶资金、派出
干部等扶贫资源向深度贫困地
区倾斜聚集。

“三区三州”是中国最大的
深度贫困地区， 跨青藏高原、帕
米尔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
可谓“有天无地，有山无田，有人
无路”。

针对“三区三州”深度贫困
地区，国资委加大深度贫困攻坚
力度，为深度贫困地区加快脱贫
步伐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力促进
了深度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完善、居民生活水平提
高和自然生态环境改善。

国资委与西藏自治区政府签
订了《合作备忘录》，共同举办中央
企业助力富民兴藏活动； 与青海
省加强沟通交流， 全面部署中央
企业援青工作； 积极协助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与中央企业开展产业合作，加大对
南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支持力度。

持续推进“中央企业定点帮
扶贫困革命老区百县万村活动”
和“同舟工程—中央企业参与
‘救急难’行动”两项专项扶贫活
动，重点帮助革命老区、深度贫
困地区解决缺水、缺路、缺电的
突出问题，重点帮助深度贫困群
众解决燃眉之急，惠及人口近 90
万人、救助困难群众 8.8 万人。

使命在怀，重任在肩，国资
委指导中央企业探索出了各具
特色的路径和模式，形成了行之
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坚持党的领
导，组织健全、协同推进的工作
体系不断完善； 坚持畅堵补短，
强化基础、优化设施的夯基力度
不断加大； 不断拓展产业扶贫、
消费扶贫的途径方式，展现就业
扶贫、 教育扶贫的溢出效应，资
本运作、基金扶贫的市场化路子
也越走越宽。

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
困地区，促长远发展的有效举措
不断丰富。 中国大唐、中国华能、
中国三峡集团累计投入 60 多亿
元支持云南省打赢“直过民族”
整族脱贫攻坚战，中国石化积极
承担甘肃东乡县布楞沟流域整
体连片扶贫开发任务，中交集团
在怒江州援建桥梁，解决 3 万多
名易地搬迁群众出行困难……
一系列有效做法为坚决打好精
准脱贫攻坚战贡献了央企智慧、
央企方案。

“深度贫困是坚中之坚，打
这样的仗，就要派最能打的人”。
为更好地了解贫困地区致贫原
因，推动扶贫进程，按照中央统
一部署，国资委机关和央企选派
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干部，“尽锐
出战”投身脱贫攻坚战场，真正
把深度贫困地区作为驻村帮扶
的重中之重，每个深度贫困县选
派至少一名驻村第一书记，扑下
身子到村里干、 同群众一起干，
当好群众脱贫致富的“领路人”

“知心人”。

重精准 因地因村因户因
人施策

“打仗打要塞、 攻击攻要
冲”。 中央企业坚决落实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精
准滴灌”，找准“穷根”、明确靶
向、量身定做、对症下药，盘活当
地特色资源，因地制宜解决实际
问题， 真正做到扶贫扶到点上、
扶到根上。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国
华能、中国华电、中国大唐、国家
电投、国家能源集团、东方电气
等企业在光照资源丰富的地方
开展光伏扶贫，有效保障了深度
贫困地区贫困户稳收增收。

中国海油从解决甘南藏族
自治州合作市、夏河县最急需的
民生问题入手，通过援建生态文
明小康村、畜牧兽医站、牧区幼
儿园及养老院等项目，切实解决
贫困群众眼前困难，改善了当地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

中国旅游集团深度发掘对
口帮扶贫困县旅游资源，创新扶
贫模式， 将云南省香格里拉市、
德钦县丰富的旅游资源与企业
全产业链要素立体化嫁接，通过
系统性的品牌传播、线路策划与
设计、产品打造、文化挖掘、人才

培养、旅游农特产品销售等“六
位一体” 方式开展旅游扶贫工
作，将本地特色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经济价值，为“三区三州”深度
贫困地区以文化助推脱贫攻坚
提供了有益借鉴。

显优势 充分发挥企业禀
赋特长

中央企业充分发挥企业专
长特长，通过产业扶贫、科技扶
贫、人才扶贫、健康扶贫、企地共
建等多种方式，为贫困地区脱贫
致富创造有利条件。 产业扶贫作
为脱贫攻坚的“第一工程”，筑牢
了“三区三州”的脱贫根基。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持续加
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农
网建设，大力实施农网改造升级
和村村通动力电工程，2018 年至
2020 年，国家电网公司累计投资
304亿元至“三区三州”电网建设。
超过 15.3万名建设者克服高寒缺
氧、气候恶劣等困难，在高山上、
深谷间架起一座座高塔， 拉起一
根根银线，将“大电网”的“稳定
电”送到千家万户。南方电网公司
也累计投入 10.2亿元，完成“三区
三州”中云南迪庆、怒江等深度贫
困地区农网改造升级攻坚任务，
惠及农村居民近百万人。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
信持续完善深度贫困地区信息通
信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信息化普
及进程和行业应用推广， 大大提
升了当地通信覆盖率和通信质
量，为贫困群众提供了用得上、用
得起、用得好的信息网络服务。

东航集团、南航集团充分发
挥机队规模、航线网络、电子商
务和品牌服务优势，加大运力投
入、完善航线网络，架起了深度
贫困地区与外部互联互通的空
中桥梁。

国药集团以医疗帮扶为抓
手，捐赠医疗设备、派出专家队
伍、援建远程会诊系统、加强当
地人才技能培训，填补了当地医
疗空白，较好解决了玉树州治多
县藏族同胞看病难问题，对推动
当地民族团结、和谐稳定发挥了
重要作用。

齐发力 广泛吸收社会资
金共同参与

中央企业通过打造扶贫资
本运作平台，用国有资本引导并
带动各类资本到贫困地区特别
是深度贫困地区投资，解决贫困
地区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
问题，支持当地优势产业发展。

2016 年，中央企业共同出资
设立了由国资委牵头的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经过
三次募资，央企扶贫基金规模目
前已超 310 亿元， 完成投资 220
多亿元， 撬动社会资本 2100 亿
元，投资项目 90 个，覆盖全部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其中在
“三区三州”投资 14.4 亿元，预计
带动 1.2 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探索出了一条用市场化手段实
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稳定脱
贫和永久脱贫的有效途径。

国家能源集团设立了绿色
生态保护扶贫基金，引导各类社
会资源共同支持深度贫困地区
发展。

中国建筑与甘肃省共同设
立丝路交通发展基金，合作打造
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拉动社会
投资，加快完善贫困地区交通基
础设施。

激动力 从 “要我脱贫”到
“我要脱贫”

中央企业不断改进扶贫工
作方式方法， 注重提高贫困群众
发展生产、务工经商的技能，注重
增强贫困群众改变现状、 自我发
展的意识，注重营造脱贫光荣、勤
劳致富的氛围， 最大限度激发贫
困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
性， 激励和引导深度贫困地区贫
困群众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切实防止“扶贫养懒汉”。

中国一汽在昌都地区左贡
县修建一汽希望小学，建设了教
师学生宿舍、 多功能学生餐厅、
图书室等配套设施，成为当地声
誉最高的学校，解决了周围贫困
农牧民子女的就学问题。

中化集团针对西藏、青海等

不同程度存在的学生因贫失学、
辍学问题， 设立“中化奖学金”

“中化奖教金”，实施“圆梦助学
行动”， 发动员工对受援地贫困
学生开展“一对一”资助。

中铝集团积极实施“就业援
藏”项目，每年拿出 100 多个岗位
面向藏籍高校毕业生开展定向
招聘。

中国建筑探索建立“抓培
训、强技能、促就业”的扶贫机
制， 与甘肃有关单位合作创办

“中建高级技能人才培训班”，对
贫困家庭劳动力开展技能培训，
并提供就业岗位，帮助贫困地区
青壮年打开就业通道，实现“一
人就业、全家脱贫”。

战疫情 消费扶贫带动农
产品销售

5月中旬起，国资委组织开展
中央企业消费扶贫专项行动，线
上线下相结合， 着力解决贫困地
区农产品滞销卖难的突出困难。

在线下， 组织中央企业主动
与定点扶贫县对接摸排，形成了
178 个县 1800 多种农产品滞销
清单。 采购中对受疫情影响严重
的湖北地区倾斜支持，购买湖北
地区农产品 2.19 亿元； 在线上，
搭建央企消费扶贫电商平台，整
合央企电商资源，为贫困县农产
品提供稳定持续、辐射面广的电
商销售渠道。 截至 7 月底，中央
企业已购买和帮助销售贫困地
区农产品 31.7 亿元，减轻了疫情
对贫困地区造成的不利影响，带
动了贫困地区农产品生产销售，
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效。

中央企业在消费扶贫中方
式多、力度大、范围广，减轻了疫
情对贫困地区造成的不利影响，
带动贫困地区农产品生产销售。

中国石化坚持“产、供、销”
一体筹划运作，贯通消费扶贫的
上下游、前后端。 2019 年，帮助贫
困地区销售农产品 2.83 亿元。

国家电网搭建消费扶贫电商
平台，推动线上线下一体供应，创
新“存电费、送特产”“互联网+扶
贫”农产品展销等消费扶贫方式，
广泛开展消费扶贫协作，2019 年
以来完成消费扶贫超过 2.2亿元。

中粮集团发挥产业链优势，
通过培育产业、深挖消费、做强
电商， 以消费扶贫带动脱贫攻
坚。 2019 年以来，累计采购贫困
地区农产品 30 多亿元，7 个定点
扶贫县和 2 个对口支援县全部
脱贫摘帽。

国资委还开展了“百县百品
央字号”暨“小新带货”融媒体扶
贫行动，通过投放公益海报、直播
带货、实地采访、拍摄纪录片等方
式， 宣传产业扶贫， 助力消费扶
贫。 目前已推出 12场直播，在“央
企消费扶贫” 等平台帮销贫困地
区农产品金额约 2368 万元。

（据国资委网站，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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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推动中央企业
决战“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堡垒”

“

打硬仗 加大 “三区三州”
脱贫攻坚力度

“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
仗，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
这场硬仗中的硬仗。 ”近 3 年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每年召开的脱
贫攻坚主题的座谈会上都强调
做好“三区三州”脱贫工作。

国资委高度重视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推动有关中
央企业突出帮扶重点，加大对深
度贫困地区支持力度。 党的十八
大以来， 国资委先后 18 次召开
深度贫困地区专项会议、举办活
动，专门对“三区三州”等深贫地
区作出部署。

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
带队赴甘肃、西藏、新疆、青海等
地调研指导， 召开现场推进会，
推动中央企业将帮扶资金、派出
干部等扶贫资源向深度贫困地
区倾斜聚集。

“三区三州”是中国最大的
深度贫困地区， 跨青藏高原、帕
米尔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
可谓“有天无地，有山无田，有人
无路”。

针对“三区三州”深度贫困
地区，国资委加大深度贫困攻坚
力度，为深度贫困地区加快脱贫
步伐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力促进
了深度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完善、居民生活水平提
高和自然生态环境改善。

国资委与西藏自治区政府签
订了《合作备忘录》，共同举办中央
企业助力富民兴藏活动； 与青海
省加强沟通交流， 全面部署中央
企业援青工作； 积极协助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与中央企业开展产业合作，加大对
南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支持力度。

持续推进“中央企业定点帮
扶贫困革命老区百县万村活动”
和“同舟工程—中央企业参与
‘救急难’行动”两项专项扶贫活
动，重点帮助革命老区、深度贫
困地区解决缺水、缺路、缺电的
突出问题，重点帮助深度贫困群
众解决燃眉之急，惠及人口近 90
万人、救助困难群众 8.8 万人。

使命在怀，重任在肩，国资
委指导中央企业探索出了各具
特色的路径和模式，形成了行之
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坚持党的领
导，组织健全、协同推进的工作
体系不断完善； 坚持畅堵补短，
强化基础、优化设施的夯基力度
不断加大； 不断拓展产业扶贫、
消费扶贫的途径方式，展现就业
扶贫、 教育扶贫的溢出效应，资
本运作、基金扶贫的市场化路子
也越走越宽。

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
困地区，促长远发展的有效举措
不断丰富。 中国大唐、中国华能、
中国三峡集团累计投入 60 多亿
元支持云南省打赢“直过民族”
整族脱贫攻坚战，中国石化积极
承担甘肃东乡县布楞沟流域整
体连片扶贫开发任务，中交集团
在怒江州援建桥梁，解决 3 万多
名易地搬迁群众出行困难……
一系列有效做法为坚决打好精
准脱贫攻坚战贡献了央企智慧、
央企方案。

“深度贫困是坚中之坚，打
这样的仗，就要派最能打的人”。
为更好地了解贫困地区致贫原
因，推动扶贫进程，按照中央统
一部署，国资委机关和央企选派
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干部，“尽锐
出战”投身脱贫攻坚战场，真正
把深度贫困地区作为驻村帮扶
的重中之重，每个深度贫困县选
派至少一名驻村第一书记，扑下
身子到村里干、 同群众一起干，
当好群众脱贫致富的“领路人”

“知心人”。

重精准 因地因村因户因
人施策

“打仗打要塞、 攻击攻要
冲”。 中央企业坚决落实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精
准滴灌”，找准“穷根”、明确靶
向、量身定做、对症下药，盘活当
地特色资源，因地制宜解决实际
问题， 真正做到扶贫扶到点上、
扶到根上。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国
华能、中国华电、中国大唐、国家
电投、国家能源集团、东方电气
等企业在光照资源丰富的地方
开展光伏扶贫，有效保障了深度
贫困地区贫困户稳收增收。

中国海油从解决甘南藏族
自治州合作市、夏河县最急需的
民生问题入手，通过援建生态文
明小康村、畜牧兽医站、牧区幼
儿园及养老院等项目，切实解决
贫困群众眼前困难，改善了当地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

中国旅游集团深度发掘对
口帮扶贫困县旅游资源，创新扶
贫模式， 将云南省香格里拉市、
德钦县丰富的旅游资源与企业
全产业链要素立体化嫁接，通过
系统性的品牌传播、线路策划与
设计、产品打造、文化挖掘、人才

培养、旅游农特产品销售等“六
位一体” 方式开展旅游扶贫工
作，将本地特色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经济价值，为“三区三州”深度
贫困地区以文化助推脱贫攻坚
提供了有益借鉴。

显优势 充分发挥企业禀
赋特长

中央企业充分发挥企业专
长特长，通过产业扶贫、科技扶
贫、人才扶贫、健康扶贫、企地共
建等多种方式，为贫困地区脱贫
致富创造有利条件。 产业扶贫作
为脱贫攻坚的“第一工程”，筑牢
了“三区三州”的脱贫根基。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持续加
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农
网建设，大力实施农网改造升级
和村村通动力电工程，2018 年至
2020 年，国家电网公司累计投资
304亿元至“三区三州”电网建设。
超过 15.3万名建设者克服高寒缺
氧、气候恶劣等困难，在高山上、
深谷间架起一座座高塔， 拉起一
根根银线，将“大电网”的“稳定
电”送到千家万户。南方电网公司
也累计投入 10.2亿元，完成“三区
三州”中云南迪庆、怒江等深度贫
困地区农网改造升级攻坚任务，
惠及农村居民近百万人。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
信持续完善深度贫困地区信息通
信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信息化普
及进程和行业应用推广， 大大提
升了当地通信覆盖率和通信质
量，为贫困群众提供了用得上、用
得起、用得好的信息网络服务。

东航集团、南航集团充分发
挥机队规模、航线网络、电子商
务和品牌服务优势，加大运力投
入、完善航线网络，架起了深度
贫困地区与外部互联互通的空
中桥梁。

国药集团以医疗帮扶为抓
手，捐赠医疗设备、派出专家队
伍、援建远程会诊系统、加强当
地人才技能培训，填补了当地医
疗空白，较好解决了玉树州治多
县藏族同胞看病难问题，对推动
当地民族团结、和谐稳定发挥了
重要作用。

齐发力 广泛吸收社会资
金共同参与

中央企业通过打造扶贫资
本运作平台，用国有资本引导并
带动各类资本到贫困地区特别
是深度贫困地区投资，解决贫困
地区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
问题，支持当地优势产业发展。

2016 年，中央企业共同出资
设立了由国资委牵头的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经过
三次募资，央企扶贫基金规模目
前已超 310 亿元， 完成投资 220
多亿元， 撬动社会资本 2100 亿
元，投资项目 90 个，覆盖全部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其中在
“三区三州”投资 14.4 亿元，预计
带动 1.2 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探索出了一条用市场化手段实
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稳定脱
贫和永久脱贫的有效途径。

国家能源集团设立了绿色
生态保护扶贫基金，引导各类社
会资源共同支持深度贫困地区
发展。

中国建筑与甘肃省共同设
立丝路交通发展基金，合作打造
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拉动社会
投资，加快完善贫困地区交通基
础设施。

激动力 从 “要我脱贫”到
“我要脱贫”

中央企业不断改进扶贫工
作方式方法， 注重提高贫困群众
发展生产、务工经商的技能，注重
增强贫困群众改变现状、 自我发
展的意识，注重营造脱贫光荣、勤
劳致富的氛围， 最大限度激发贫
困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
性， 激励和引导深度贫困地区贫
困群众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切实防止“扶贫养懒汉”。

中国一汽在昌都地区左贡
县修建一汽希望小学，建设了教
师学生宿舍、 多功能学生餐厅、
图书室等配套设施，成为当地声
誉最高的学校，解决了周围贫困
农牧民子女的就学问题。

中化集团针对西藏、青海等

不同程度存在的学生因贫失学、
辍学问题， 设立“中化奖学金”

“中化奖教金”，实施“圆梦助学
行动”， 发动员工对受援地贫困
学生开展“一对一”资助。

中铝集团积极实施“就业援
藏”项目，每年拿出 100 多个岗位
面向藏籍高校毕业生开展定向
招聘。

中国建筑探索建立“抓培
训、强技能、促就业”的扶贫机
制， 与甘肃有关单位合作创办

“中建高级技能人才培训班”，对
贫困家庭劳动力开展技能培训，
并提供就业岗位，帮助贫困地区
青壮年打开就业通道，实现“一
人就业、全家脱贫”。

战疫情 消费扶贫带动农
产品销售

5月中旬起，国资委组织开展
中央企业消费扶贫专项行动，线
上线下相结合， 着力解决贫困地
区农产品滞销卖难的突出困难。

在线下， 组织中央企业主动
与定点扶贫县对接摸排，形成了
178 个县 1800 多种农产品滞销
清单。 采购中对受疫情影响严重
的湖北地区倾斜支持，购买湖北
地区农产品 2.19 亿元； 在线上，
搭建央企消费扶贫电商平台，整
合央企电商资源，为贫困县农产
品提供稳定持续、辐射面广的电
商销售渠道。 截至 7 月底，中央
企业已购买和帮助销售贫困地
区农产品 31.7 亿元，减轻了疫情
对贫困地区造成的不利影响，带
动了贫困地区农产品生产销售，
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效。

中央企业在消费扶贫中方
式多、力度大、范围广，减轻了疫
情对贫困地区造成的不利影响，
带动贫困地区农产品生产销售。

中国石化坚持“产、供、销”
一体筹划运作，贯通消费扶贫的
上下游、前后端。 2019 年，帮助贫
困地区销售农产品 2.83 亿元。

国家电网搭建消费扶贫电商
平台，推动线上线下一体供应，创
新“存电费、送特产”“互联网+扶
贫”农产品展销等消费扶贫方式，
广泛开展消费扶贫协作，2019 年
以来完成消费扶贫超过 2.2亿元。

中粮集团发挥产业链优势，
通过培育产业、深挖消费、做强
电商， 以消费扶贫带动脱贫攻
坚。 2019 年以来，累计采购贫困
地区农产品 30 多亿元，7 个定点
扶贫县和 2 个对口支援县全部
脱贫摘帽。

国资委还开展了“百县百品
央字号”暨“小新带货”融媒体扶
贫行动，通过投放公益海报、直播
带货、实地采访、拍摄纪录片等方
式， 宣传产业扶贫， 助力消费扶
贫。 目前已推出 12场直播，在“央
企消费扶贫” 等平台帮销贫困地
区农产品金额约 2368 万元。

（据国资委网站，有删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