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11
月 27日至 28 日在北京召开。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他强调，我们要立下愚公
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 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
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要动员全社
会力量广泛参与扶贫事业。

7000 多万农村贫困人口
2020 年脱贫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这次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是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后召开的第一
个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党中央
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高度重视。 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出发，明
确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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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清醒认
识到，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形势依
然严峻。

截至去年底，全国仍有 7000
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十三五”期
间脱贫攻坚的目标是， 到 2020
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
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
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
障；同时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
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脱贫
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
寨的冲刺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
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
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
现脱贫攻坚目标，决不能落下一
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

习近平指出， 要坚持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脱贫攻坚
成效。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
的体制机制， 在精准施策上出实
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
落地上见实效。 要解决好“扶持
谁”的问题，确保把真正的贫困人
口弄清楚， 把贫困人口、 贫困程
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到
因户施策、 因人施策。 要解决好
“谁来扶”的问题，加快形成中央
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
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
工作机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
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

实施“五个一批”工程精准
脱贫

习近平强调，要解决好“怎
么扶”的问题，按照贫困地区和
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五
个一批”工程。

一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引
导和支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
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创美好明天，
立足当地资源，实现就地脱贫。

二是易地搬迁脱贫一批，贫
困人口很难实现就地脱贫的要
实施易地搬迁，按规划、分年度、
有计划组织实施， 确保搬得出、
稳得住、能致富。

三是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加
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扩大政策实施范围，让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人口就地转成护林员
等生态保护人员。

四是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治
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国家教
育经费要继续向贫困地区倾斜、
向基础教育倾斜、向职业教育倾
斜， 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办学条
件，对农村贫困家庭幼儿特别是
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爱。

五是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对
贫困人口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
能力的人，由社会保障来兜底，统
筹协调农村扶贫标准和农村低保
标准， 加大其他形式的社会救助
力度。 要加强医疗保险和医疗救
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保
险政策要对贫困人口倾斜。 要高
度重视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工作。

习近平指出，精准扶贫是为
了精准脱贫。 要设定时间表，实
现有序退出， 既要防止拖延病，
又要防止急躁症。 要留出缓冲
期，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摘帽不摘
政策。 要实行严格评估，按照摘
帽标准验收。 要实行逐户销号，
做到脱贫到人，脱没脱贫要同群

众一起算账，要群众认账。

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扶贫事业

习近平指出，扶贫开发投入
力度，要同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要求相匹配。 中
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中央基建投资用于扶
贫的资金等，增长幅度
要体现加大脱贫攻坚
力度的要求。 中央财政
一般性转移支付、各类
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
支付，要进一步向贫困
地区倾斜。 省级财政、
对口扶贫的东部地区
要相应增加扶贫资金
投入。 要加大扶贫资金
整合力度。 要做好金融
扶贫这篇文章，加快农
村金融改革创新步伐。
要加强扶贫资金阳光
化管理，集中整治和查
处扶贫领域的职务犯
罪，对挤占挪用、层层
截留、虚报冒领、挥霍
浪费扶贫资金的要从
严惩处。

习近平强调，脱贫
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
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
来实现。 没有比人更高
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

路。 要重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群
众的首创精神，让他们的心热起
来、行动起来，靠辛勤劳动改变
贫困落后面貌。 要动员全社会力
量广泛参与扶贫事业。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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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加强与国内外各界的联系与合作；支持教学和研究设施改善；奖励在教学、科学研究和高新技术开发等工作中做出贡献的教师和职工 ，资助青年教
师的培养；资助有益于国家建设的研究和开发项目；对品学兼优的学生给予奖励，对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助；资助其他社会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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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65 号

2009-09-02 业务主管单位 教育部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 17 号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 6 号楼

62737675 互联网地址 http://cauef.cau.edu.cn

姜沛民 原始基金数额 2046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83

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50,666,315.43

本年度总支出 15,300,612.75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5,281,938.4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18,674.33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30.16%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12%

� � 本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20,316,034.45 0.00 20,316,034.45

18,577,546.05 0.00 18,577,546.05

11,308,086.05 0.00 11,308,086.05

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50,702,935.43 57,997,839.01 流动负债 36,620.00 137,251.40

其中：货币资金 32,005,198.43 43,673,530.01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0.00 负债合计 36,620.00 137,251.40

净资产合计 50,666,315.43 57,860,587.61

资产总计 50,702,935.43 57,997,839.0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50,702,935.43 57,997,839.01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47,166,142.71 53,013,317.5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3,500,172.72 4,847,270.11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495,584.58 20,999,300.35 22,494,884.93

其中：捐赠收入 803.09 20,315,231.36 20,316,034.45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15,300,612.75 0.00 15,300,612.75

（一）业务活动成本 15,281,938.42 0.00 15,281,938.42

（二）管理费用 18,674.33 0.00 18,674.33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5,152,125.56 -15,152,125.56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347,097.39 5,847,174.79 7,194,272.18

投资收益 1,428,136.99 0.00 1,428,136.99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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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

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扶贫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