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多亏有了好政策 ，要
不咋能甩掉穷帽子 。 ’河北
魏县和顺会 村 村民 付 怀 芹
说 ， 去年他患上了膀胱肿
瘤 ， 医 疗 费 经 医 保 报 销
后 ，自 费 部 分 还 有 1 万多
元 ，‘刚脱了贫 ， 不会又要
欠债吧 ？ ’付怀芹和老伴心
里发慌……

这一情况触发了县里
防止返贫机制的大数据预
警 ，医保部门工作人员上门
核查，将 7000 元的防贫救助
款送到老付手中 ， 医保 、就
业等一系列措施立马跟进 ，
帮助这个家庭缓过劲儿来。

脱贫攻坚推进到今天 ，
防止返贫和继续攻坚同样
重要 。 据各地初步摸底 ，已
脱贫人口中有近 200 万 人
存在返贫风险 ，边缘人口中
还有近 300 万存在致贫 风
险。 各地积极探索建立防止
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 ，采取
针对性措施 ， 巩固脱贫成
果 ，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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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超 5000万：

我国即将实现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
� � 今年国庆节前， 彝族群众沙马
作叶搬到了四川昭觉县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沐恩邸社区。新居周边，已
建起服装厂、口罩厂、塑钢厂，城外
还有四川攀西地区最大的农业产业
园，去往广东的劳务输送专车，载着
年轻人奔向远方。

像沙马作叶一样，“十三五”时
期我国超过 5000 万农村贫困人口
摆脱绝对贫困。 贫困发生率从 2016
年的 4.5%下降至 2019 年的 0.6%，
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十三五”时期，我国贫困人口
收入大幅增加。 全国贫困人口建档
立卡数据显示， 全国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人均纯收入由 2016 年的 4124
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9057 元， 年均
增幅 30%。 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
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 突出问题
总体解决。

“十三五”时期，我国贫困人口
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 自主脱贫能
力稳步提高。 贫困人口主要通过务
工和生产劳动实现脱贫， 劳动收入
占比逐年提升， 非劳动收入占比逐
年下降，增收可持续性稳步提高。

“十三五”时期，我国以前所未
有的力度和规模推进脱贫攻坚，每
年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召开座谈会，
针对不同阶段面临的不同问题，部

署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力度之大、规
模之广、成效之显著、影响之深远，
前所未有、世所罕见，创造了人类减
贫史上的奇迹。

今年全面脱贫目标完成后，中
国将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 在联
合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 近日举行
的“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与中国减贫经验” 线上研讨会
上，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表示，
中国非凡的发展进程在全球范围
内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
了巨大贡献。

（据新华社）

瞄准重点对象
建立机制防返贫

当前， 无论是未脱贫户，还
是脱贫边缘户， 都是贫困的坚
中之坚。 防止返贫，首先要盯紧
重点对象。

在安徽六安市独山镇太安
村， 村民李守春一家 7 口人，生
活不富裕。 李守春坦言：“我身
体不好，孙子、孙女在上学，正是
花钱的时候，全家就靠儿子一个
人打工。 ”

村党支部书记陈本祥说，村
里像李守春这样的边缘户还有
3 户，虽说人均收入在贫困线以
上，但存在致贫风险。 村里将他
们纳入监测范围，实施针对性预
防措施，确保他们不致贫。 通过
干部帮扶，李守春在村里的扶贫
车间找了份工作，“家门口有活
干，日子肯定好过了！ ”

国务院扶贫办明确提出，返
贫的监测对象以家庭为单位，
主要监测建档立卡已脱贫但不
稳定户， 收入略高于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边缘户。 目前，安徽省
识别边缘户 61279 户， 制定帮
扶措施 20.66 万条，通过精准帮
扶，已消除 18029 户边缘户致贫
风险。

及时预警，尽早帮扶，就能
防止返贫。 在新疆喀什地区莎
车县兰干村， 村民麦麦提敏的
儿子查出冠心病， 看病花销不
小……这个刚脱贫的家庭会不
会返贫？ 关键时刻，预警机制发
挥作用， 连续 3 个月收入未达
标，村干部及时上门，为这个家
庭办理低保、申请补贴、发放帮
扶金，解决一个个难题。

新疆脱贫攻坚数据平台收
录了 16 万多未脱贫人口、292

万多已脱贫人口和 37 万边缘易
致贫人口的动态信息，用“红橙
黄绿”4 种颜色信号灯显示收入
水平，返贫风险一目了然。

打破藩篱，数据共享。 在河
北魏县、馆陶县等地，医保、民
政、应急管理数据联网，精准识
别因病、 因灾等而造成较大支
出的对象，及时提供基金救助。

“有了完善的监测预警网
络，防贫工作可以早发现、早预
警、早帮扶。 ”中国社科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

各地建立防止返贫监测机
制，严格确定监测对象，录入全
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 实行动
态管理。 目前，针对今年一些省
份发生的严重洪涝灾害， 各地
采取有效措施帮扶， 将可能出
现返贫风险的近 1.3 万户纳入
新监测体系。

措施精准发力
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防止返贫、致贫，根本上要
提升贫困群众自主发展能力，
确保他们能持续稳定增收。

就业有保障， 脱贫底气足。
“一个月收入 2000 多元， 还有
300 元补贴，活不重，收入不比
外出打工差。 ”在太安村扶贫车
间里， 村民王兆霞正在机器上
加工洗衣机线束……她过去想
出去打工，可没啥技术，找工作
频频碰壁，一度灰了心；去年通
过参加培训， 在家门口找到了
新工作， 她对新生活又扬起了
信心。

“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村里建有扶贫车间， 也帮着组
织外出务工，多种就业渠道，让
大家靠劳动稳固脱贫。 ” 太安
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陈必

喜说。
劳动技能培训、劳务扶贫协

作、扶贫车间……安徽采取多种
就业帮扶手段，实现贫困人口就
业 162.95 万人， 为有返贫风险
的群众织牢了就业网络。

织牢兜底保障网，防止因
病、因灾、因学致贫。 各地采取
一系列措施，对无劳动能力的
监测对象， 确保应保尽保，对
因病、因残、因灾等意外变故
返贫致贫的家庭，及时落实相
关救助。

河北馆陶县社里堡村村民
武文芳，母亲患病在家，父亲在
外打零工， 全家日子过得紧巴
巴；今年年初，武文芳将上大学
的开支自主申报， 领到了 7000
多元的防贫救助款。

产业拔穷根， 脱贫更长效。
全国累计实施 98 万多个扶贫产
业项目，覆盖了 92%的贫困户。

“我学会了种土豆，一年能
增收 6000 元钱， 日子越过越好
了。 ”麦麦提敏说。

“苗长得怎么样？价格如何？
村干部每月回头看，及时帮助群
众解决产业发展难题。 有返贫
风险的，我们集体商议办法，及
时提供帮扶。 ”兰干村党支部书
记努尔麦麦提说。

截至 8 月底， 全国扶贫项
目、 扶贫龙头企业和扶贫车间
全面开工复工， 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达到去年的 106%， 消费
扶贫金额近 1300 亿元， 东西部
扶贫协作协议书任务全面提前
超额完成。

摘帽不摘责任
保持脱贫政策稳定

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各
地坚持摘帽不摘责任、 不摘政

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持续巩
固脱贫成果。

帮扶力量不减。“看到干部
上门来，我放心了。 ”新疆英吉
沙县龙甫乡艾日克拉村的肉孜
古丽·麦麦提吐尔孙高兴地说，
“这两年的好日子， 离不开干部
们的帮助。 ”县里落实“四不摘”
要求， 实地走访 2165 户 6304
人，对 489 户已脱贫户就业情况
进行了入户检查， 严防脱贫户
返贫。

目前， 新疆建立动态扶贫
机制，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
保持扶贫力量、帮扶关系不变，
实现自治区、地、县、乡、村五级
联动。

持续补短板。 河北以“脱贫
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贫户”为
监测对象， 综合实施防贫保险、
就业帮扶、产业帮扶等手段，建
立防贫长效机制。 截至今年 6
月， 全省防贫监测对象共纳入
4.1 万户 9.6 万人， 其中脱贫不
稳定户 1.7 万户 4.1 万人， 边缘
易致贫户 2.4 万户 5.5 万人。

投入力度不减。 六安市针
对“山上山沟、圩区滩区、偏远
偏僻”等基础薄弱农村，加大资
金投入。 自 2017 年起，对已脱
贫户按照极易返贫户、 较易返
贫户、稳定脱贫户分级管理；在
未建档立卡的危房户、低保户、
受灾户等 8 类群体中建立边缘
户台账。

现阶段， 全国共派出 25.5
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 290
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
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
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
村干部， 他们与贫困群众一起
凝心聚力， 确保全面打赢这场
脱贫攻坚战。

（据《人民日报》）

各地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 筑牢保障网 脱贫不返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