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这是人类减贫奇迹———
‘ 十 三 五 ’ 时 期 超

5000 万 农 村 贫 困 人 口 告 别 绝
对贫困 。

脱 贫 攻 坚 战 能 否 打 赢 打
好 ， 贫困人口能否如期脱贫 ，
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质量和成色 。 我国紧紧扭住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突 出 短
板 ， 吹响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
号角 ， 努力克服疫情等困难 ，
确保 2020 年农村人口全部脱
贫 ， 兑现我们党向人民 、 向历
史作出的庄严承诺 。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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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绝对贫困 创造伟大奇迹
———“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历程回眸

超 5000 万人
告别绝对贫困

四川大凉山，夏末秋至，处处可见
苦荞丰收的景象。

8 月初，已搬到昭觉县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沐恩邸社区的沙马作叶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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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9 月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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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向世界分享“中国方
案”，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今年， 中国将在现行标准下消除
绝对贫困， 提前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世界上没有
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造
这一减贫奇迹。

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
2016年至 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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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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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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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上短板
发展明显加快

坐落在金沙江大峡谷深处的四川
省布拖县阿布洛哈村，三面环山，一面
临崖， 曾是我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
建制村。

2019 年， 阿布洛哈通村公路开始
建设。 展开地图，这条 3.8 公里的公路
见证了人类翻越贫困大山的决心：动
用了全球现役运力最大的米-26 重型
直升机吊运机械设备， 平均每公里造
价超千万元。

截至 2019 年年底， 贫困地区实现
了具备条件的建制村 100%通硬化道
路。 在西部边远山区实施了 309 个“溜
索改桥”项目，帮助当地群众告别“溜
索时代”。

截至“十三五”末，贫困地区群众出
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
等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普遍解
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
了保障， 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
加快。

交通———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
部通硬化路，打通了大动脉，畅通了
微循环；

医疗———远程医疗覆盖全部贫困
县并向乡镇卫生院延伸， 村村都有卫
生室和村医， 实现了乡村两级机构人
员“空白点”双消除；

住房———易地扶贫搬迁近 1000 万
贫困群众，不仅解决了贫困群众的“两
不愁三保障”问题，还通过挪穷窝、换
穷业、拔穷根，从根本上阻断了贫困的
代际传递。

补上了发展的短板， 贫困地区产
业不断壮大，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旅

游扶贫等新业态方兴未艾， 带贫益贫
机制不断健全， 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
明显增强。

动员各界力量
形成大扶贫格局

今年 27 岁的王刚， 是贵州省毕节
市织金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受疫情影
响，他一直没有稳定就业，最近准备参
加培训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此次培训
和骑手招募是美团“新起点在县”扶贫
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计划今年 6
月起面向全国贫困县提供 20 万个就业
岗位。

依托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数字技术的平台经济正为脱贫攻
坚注入新动能。 县长直播间“带货”、
农民变“网红”、电商平台打通数字供
应链……贫困地区农产品销量不断
攀升，扶贫产业复工复产火热，贫困
户干劲十足，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汇聚起社会各界参与脱贫攻坚的强
大合力。

“十三五”时期，我国专项扶贫、行
业扶贫、 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
格局逐步形成并日趋完善。

国家级电商平台上线运营， 解决
了贫困地区农产品“卖难”问题。 在财
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华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三方指导下建立的“扶贫
832”销售平台，已覆盖 832 个贫困县，
注册采购预算单位近 40 万家。 截至目
前，交易额突破 31 亿元，上线农产品超
过 6.8 万个，为贫困地区群众稳定增收
注入不竭动力。

我国规范认定扶贫产品， 推动扶
贫产业融入全国大市场， 引导贫困群
众通过劳动稳定增收。 截至 8 月底，全
国共认定 94696 个扶贫产品。 9 月份，
全国首个以“万企参与，亿人同行”为
主题的消费扶贫月启动。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今年中央
对 52 个未摘帽贫困县和 1113 个贫
困村实施挂牌督战。 较真碰硬“督”，
凝心聚力“战”，各地向最后的深贫堡
垒发起决战决胜的总攻，啃下最后的
硬骨头。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中华民
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
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历史性地得
到解决。 （据新华社）

� � 10 月 10 日，国务院扶贫办发布
了近期脱贫攻坚重点工作最新进展。

截至 9 月 30 日，52 个挂牌督战
县 2020 年已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
295.68 万人，是去年外出务工人数的
116.2%，较 3 月 19 日提高 38.6 个百
分点。 东中部 11 省市组织动员 1474
家民营企业和 659 家社会组织结对
帮扶 1113 个挂牌督战村。

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方面，25
个省份已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

2934.41 万人， 是去年外出务工人数
的 107.52%。 其中，省外务工 1047.71
万人、省内县外务工 525.09 万人、县
内务工 1361.61 万人。

东部 9 省市吸纳中西部地区贫
困劳动力 793.52 万人，是 2019 年吸
纳人数（816.86 万人）的 96.91%。 其
中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吸纳
人数已超过去年。

扶贫公益岗位方面， 中西部 22
个省份扶贫公益岗位安置 494.86 万

贫困人口，其中护林员 127.86 万人，
护路员 31.45 万人，保洁员 150.58 万
人，护水员 18.11 万人，护理员 6.27
万人，村务管理员 34.64 万人，其它
125.95 万人。光伏扶贫收益提供的公
益岗位吸纳贫困人口 114.79 万人。

消费扶贫行动方面， 中西部 22
个省份共认定 117574 个扶贫产品，
涉及 1778 个县和 33976 个供应商，
已销售 1715.18 亿元。 东部 9 省市消
费扶贫金额 535.26 亿元。

东部 9省市消费扶贫金额达到 535.26亿元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