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3 日， 易地扶贫搬迁脱贫群众在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城搬
迁安置点一棒球车间缝制棒球

“扶上马送一程”

“听说咱们的程书记不走
了，他申请了延期还要留下来接
着干。 ”多年来的驻村帮扶，让村
民们把驻村干部当亲人一样。

村民口中的“程书记”，是三
峡集团派驻江西省万安县顺峰
乡石富村第一书记程亮。 去年 5
月他的挂职任期结束，但考虑到
村里没有像样的产业，一些脱贫
户还存在返贫风险，他决定申请
延期，“村民日子越过越好，我就
特别有成就感”。

巩固脱贫，关键在人。扶贫干
部将中央政策精准“滴灌”至帮扶
群众， 这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密码”之一。 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阶
段，同样看有没有一支好队伍。

“摘帽不摘帮扶”是脱贫之
后 5 年过渡期内“四个不摘”之
一。 我国宣布打赢脱贫攻坚战以
来， 对脱贫地区“扶上马送一
程”， 为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
保驾护航。

脱 贫 攻 坚 精 神 接 力 传
递———包括 18.6 万名第一书记
在内的 56.3 万名驻村干部全部
完成轮换；调整完善东西部协作
结对关系，8 个东部省市结对帮
扶西部 10 个省区市， 投入财政
援助资金 228.7 亿元， 互派干部
和专业技术人员 2.3 万人；

精准方略接续推进———确
定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出台 14
个方面倾斜支持政策；

中央投入力度不减———中
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用于产业的比重提高到
50%以上，305 家中央单位向定点
帮扶县直接投入和引进资金
668.8 亿元。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
最有效手段就是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 2021 年，中央层面出台 33
项衔接政策，涉及财政、税收、金
融、土地和教育、医疗、住房、饮
水、产业、就业、易地扶贫搬迁
等，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
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
稳过渡。

织密预防返贫监测保障网

去年 4 月底，一场大火烧毁
了云南省姚安县栋川镇大龙口
村脱贫户王忠毓家的房屋，刚脱
贫的他又面临返贫风险。

在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
的监测帮助下，王忠毓的难题解
决了———姚安县住建局将他家
纳入 2021 年“四类重点对象”农
村危房改造工程给予住房安全
保障，帮助他原址重建了 130 平
方米的砖混结构房屋。

“房子修好了，村里的干部
经常来家里慰问， 心里踏实得
很。 ”王忠毓说。

2021 年以来，云南以全省统
一的“政府救助平台”建成“政府
找”和“找政府”防返贫监测体系，
牢牢守住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的
底线。 截至 2022 年 2 月底，云南
省“政府救助平台”总访问量达到
685.6 万次，共收到群众申请 19.4

万件，已办结 18.1万件。
为了巩固脱贫成果，全国各

地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
制不断健全，做到早发现、早干
预、早帮扶。

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创新
“一网络四平台”，即防贫监测预
警网络，医疗救助平台、困难家
庭学生资助平台、意外事故救助
平台、创业就业帮扶平台，探索
形成联动监测、联动帮扶、联动
跟踪的协同推进模式。截至 2022
年 2 月底， 当地 238 户 647 人纳
入监测范围， 实施线上救助 86
人次，发放救助资金 54.26 万元。

搬迁群众是防止规模性返
贫的特殊群体。 截至 2021 年底，
全国搬迁户安置住房不动产登
记全面完成， 有劳动力的 241.6
万户搬迁脱贫家庭中已就业
403.5 万人， 实现一户一人以上
就业。

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
鑫表示，当前脱贫攻坚成果得到
巩固拓展，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的底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开局
良好。 2022 年将开展集中安置区
乡村治理专项行动，动态解决搬
迁脱贫家庭零就业问题，确保搬
得出、稳得住、能就业、有发展。

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

“悬崖村跑山羊喝山泉水，
纯天然养殖……”

2021 年最后一个月，四川昭
觉县悬崖村致富带头人某色苏
不惹忙着在直播间带货。 一场直

播刚一开始 100 份悬崖村的羊
肉就被抢购一空，直播间一天销
售额超过 20 万元。

某色苏不惹 2020年在平安银
行产业扶贫项目的帮扶下，带着村
民在悬崖村养羊，当年的销售额就
达到 16万元，2021年近 38万元。
今年，他的“小目标”是 50 万元，
“明年争取达到 70万元”。

种植油橄榄、开民宿、开直
播……某色苏不惹带着村民将
悬崖村特色农产品卖到北上广，
他的直播也吸引了全国的游客
来悬崖村“打卡”。 村民们感叹：
“以前我们爬藤梯才能通往外
面， 现在我们搬下山天地宽，发
展了产业，过上了幸福生活。 ”

从“与世隔绝”到“网红打卡
地”， 悬崖村的变迁是广大脱贫
地区的缩影。

稳定增收，在蓬勃发展的乡
村产业里———

2022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
展的比重力争达到 55%以上，继
续支持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因地
制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持
乡土人才在脱贫地区创新创业，
实施“万企兴万村”行动。

在中央部署下，各大平台加

速布局乡村产业，凝聚社会各界
力量拓宽脱贫群众增收渠道，建
设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设立县域
互联网就业岗位，引入数字经济
产业， 吸引年轻人返乡就业创
业；快手继续实施“幸福乡村带
头人计划”，面向驻村第一书记、
返乡创业大学生等，开展农业企
业经营等培训……为脱贫地区
留下一支“不走的工作队”。

小康幸福，在富裕富足的希
冀里———

国家乡村振兴局数据显示，
2021 年， 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
12550 元， 比上年增加 1810 元，
增长 16.9%， 增速比全国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 6.4 个百分
点，比脱贫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速高 5.3 个百分点。 2022
年，着力将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
稳定在 3000 万人以上。

美丽画卷，在宜居宜业的乡
村里———

乡村建设有序推进，制定乡
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印发实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
动方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
短板，让美丽乡村有“颜值”更有
“气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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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这一年

新闻 NEWS

汇聚爱心力量 弘扬慈善精神
呼和浩特市慈善总会全力以赴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
呼和浩特市的正常秩序， 抗击疫
情刻不容缓。 呼和浩特市慈善总
会深入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关
于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 积极响
应市民政局携手抗击疫情的号
召， 发挥自身优势， 动员社会力
量，汇聚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力量，
全力以赴支援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就是命令， 闻讯而动，
发出倡议书。 自疫情发生以来，
在市民政局党委领导下，市慈善
总会立即行动， 先后通过官网、
公众号、电视台、电台等多渠道
向全市持续发布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倡议书，并联合内蒙古
应急广播“1056 交通之声”、呼和

浩特广播电视台《和谐社区》栏
目等扩大宣传范围，发起募捐活
动；呼吁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
位、广大干部职工以及社会各界
人士，勇担社会责任，弘扬奉献

精神， 各尽所
能，携手战疫。

疫情就是
召唤， 链接资
源， 搭建爱心
桥。市慈善总会
充分发挥慈善
机构在疫情防
控中的桥梁和
纽带作用，不断
链接爱心资源，
募集疫情防控

物资， 保障抗疫一线的医务人
员、社区工作者以及志愿者。 2 月
25 日，市慈善总会收到兴业银行
呼和浩特分行捐赠的 100 万元，
专项用于呼和浩特地区重点医

疗机构的抗疫物资保障工作。 截
至 3 月 1 日，市慈善总会链接到
21 家爱心企业及爱心人士，募集
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棉衣、方
便面、 牛奶 、 矿泉水等价值
258227.8 元的防疫物资， 收到捐
赠现金 98610.39 元。 这些物资第
一时间发放到各个社区，共保障
了约 60 万一线工作者、 志愿者
及社区居民。

疫情就是行动， 助力抗疫，
共赴第一线。 在市慈善总会全力
以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
时刻，总会会员单位积极响应号
召，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疫情防控
工作。 各会员单位共捐赠价值
81440 元的抗疫物资， 还有很多

会员向市慈善总会捐款。
疫情就是考试， 接受监督，

提升公信力。 为做到防控疫情物
资和专项资金信息公开透明，市
慈善总会定期在官网及公众号
对接收物资及捐款的分配情况
进行公示，详细到每一天、每一
笔的善款收入情况，物资接收数
量，包括捐款人、捐款金额、捐赠
物资折价以及款物的支出和使
用情况等。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市慈善
总会将继续发挥慈善力量，链接
防疫物资，号召全社会参与到抗
疫工作中来， 传播慈善精神，守
护“美丽青城”。

（据呼和浩特市慈善总会）

“这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第一年———虽然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但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依然艰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前提。 在宣布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这一年时间里，在
多重返贫风险挑战下，脱贫地区干部群众从伟大胜利中汲取力量，继续推进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和群众
生活改善，推动巩固脱贫成果上台阶、乡村振兴开新局，农业强农民富乡村美的画卷徐徐铺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