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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富：减贫在中国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 � 3 月 7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
心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邀请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刘永富就“攻坚克难———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相关问题
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刘永富表示，这次脱贫攻坚
战解决的是中国千百年来没有
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并不是说
绝对贫困问题解决完了，中国就
没有贫困了，相对贫困还会长期
存在。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这个地位并没有改
变。 我们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特
别是三大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
基本特征，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所以，减贫
在中国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精准
扶贫已经实施了六年，脱贫攻坚
战已经打了三年，情况到底怎么
样？ 据刘永富介绍，脱贫攻坚取
得了显著成就。

我国贫困人口从 2012 年的
9899 万人减少到 2018 年的 1660
万人，6 年时间减少了 8000 多万
人，连续 6 年平均每年减贫 1300
多万人。 特别是东部 9 省市已经
有 8 个省市没有国家标准下的

贫困人口了， 即北京、 天津、上
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
东，只有辽宁还有几万人。

从贫困县来说，有 832 个贫
困县，2016 年摘帽 28 个县，2017
年摘帽 125 个县，2018 年将要摘
帽 280 个县左右。 2013 年有建档
立卡贫困村 12.8 万个，2018 年底
还剩 2.6 万个贫困村。

今年将再减少贫困人口
1000 万人以上，再摘帽 300 个县
左右。 到明年就会剩 600 万人以
下的贫困人口和 60 个左右的贫
困县。

除此之外，脱贫攻坚还大大
改善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倒逼了产业发展、生态
改善， 培养了大批农村干部，锻
炼了大批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
单位干部；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
有了转变， 工作能力有了提升，
农村治理水平有了提升。

“这些都是涉及长远发展
的，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刘永
富强调。

大规模的减贫速度下，未来
的脱贫质量如何保证？ 刘永富强
调，脱贫攻坚时间紧迫、任务艰
巨，但不能因为时间紧迫、任务
艰巨，就不顾质量。 扶贫工作必
须务实，措施必须扎实，结果必
须真实，这是基本的要求，目标
任务不能靠宣布完成，要实实在
在地做出来。

据刘永富介绍，脱贫是有严
格标准和程序的。 贫困县、贫困

村的退出， 绝对贫困人口数量，
中部地区要降到 2%以下， 西部
地区降到 3%以下。 贫困户的脱
贫， 要做到 2020 年时收入达到
4000 块钱左右， 并且做到不愁
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义务教
育、住房安全有保障。

今年将聚焦深度贫困地区

2019 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
之年，如何全力推进决战决胜深
度贫困地区？

刘永富表示，在面上，今年
要对照“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
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
全和安全饮水这四个方面，在全
国进行一次摸底清理，把存在的
问题找出来，建档立卡，记在账
上，逐项、逐户、逐人对账销号，
防止出现遗漏。

在点上， 聚焦深度贫困地
区，特别是“三区三州”。 到去年
底，贫困人口 3 万人以上的县有
111 个， 贫困发生率在 10%以上
的县有 98 个。

“这两个一百就是攻坚克
难、攻城拔寨的寨子，这就是坚
中之坚，我们要盯着这些地区加
大投入、加大帮扶力度，还要落
实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实
施方案。 ”刘永富强调。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加强扶贫力量、 加大资金投
入。 对此，刘永富表示，金融扶贫
在脱贫攻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可以说是生力军。
据刘永富介绍，每年都会有

过万亿金融资金投向贫困地区
和脱贫攻坚直接相关的一些项
目。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搞产业缺
启动资金的，给扶贫小额信贷支
持，5 万元以下、三年以内，免担
保、免抵押，金融机构按基准利
率放贷，县建风险基金，扶贫资
金全额贴息。 2014 年制定政策，
2015 年放贷 1100 亿，2016 年放
贷 1700 亿 ，2017 年放贷 1500
亿，2018 年近 1000 亿，加上今年
已经累计放贷 5500 亿， 现在已
经按期还贷 2600 多亿。 易地扶
贫搬迁， 金融机构发放了 1000
多亿中长期贷款。

除了金融扶贫之外，刘永富
还表示，现在做扶贫要利用信息

技术，利用“互联网+”来做，要坐
上时代的快车。

2014 年开始，在甘肃陇南开
展电商扶贫示范市试点，甘肃陇
南是甘肃交通最不发达的地方，
和四川交界，2013 年时有 80 多
万贫困人口，现在还有小 20 万。
甘肃陇南的贫困人口通过“电
商+扶贫”，2015 年人均增收 430
元 ，2016 年人均增收 620 元 ，
2017 年人均增收 710 元，2018 年
人均增收 810 元。

通过电商解决买难卖难的
问题， 甘肃陇南的农特产品现
在没有卖不出去的了。 老百姓
转变了观念， 靠自己的劳动来
致富，市场要守信，要有质量，
要有品牌的意识， 要有现代化
的手段。

� � 为促进中介服务市场健康
发展，打造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
环境和营商环境，天津市近日印
发《天津市进一步推进“红顶中
介”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明确提
出，将对三种类型“红顶中介”重
点整治。

这三种类型“红顶中介”是：
政府部门下属的事业单位或主
管的行业协会商会，以及政府部
门举办的企业性质中介服务机
构；政府部门下属（主管）的单
位， 是其指定的中介服务机构，
或通过执业限制、资质限制、限
额管理等方式变相指定的中介
服务机构； 有政府部门机关工
作人员兼职（任职）的中介服务

机构。
为了对这三种类型的“红顶

中介”进行整治，实施方案明确
表示，加快推进脱钩改制。 行业
协会商会类中介服务机构一律
与审批部门脱钩，平等参与中介
服务市场竞争。

破除中介服务垄断。 进一步
放开中介服务市场，严禁通过限
额管理控制中介服务机构数量。
在此基础上，增强行政审批前置
评估报告的通用性、 互认性，减
少企业不必要费用支出。

切断中介服务利益关联。 政
府部门不得在中介服务机构违
规开支、报销费用，不得违规购
买中介服务和不按规定实行政

府采购、招标投标等。 机关工作
人员一律不得在中介服务机构
兼职（任职），机关离退休人员在
中介服务机构兼职（任职）的，必
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规范中介服务收费。 中介服
务机构、行业协会商会不得利用
行政权力搞行业垄断、强制企业
入会、 参加各类收费的培训班、
研讨班，强制收取赞助费、咨询
费、服务费、审验费、评估费、评
比费等。 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
擅自设立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
降低过高的收费标准。 严禁将
部门职能或职责范围内的事项
转交中介机构进行强制服务并
收费。 （据新华社）

陕西：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与规范管理
� � 为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健
康发展，更好地发挥社区社会组
织在城乡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
用，陕西省民政厅将进一步加强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与规范
管理工作。 通过培育扶持和监督
管理，初步形成发展有序、覆盖
广泛、布局合理、功能健全、管理
规范的社区社会组织框架体系。

建立新型社区社会组织培
育机制，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孵化

机制。 各街道（乡镇）应当利用社
区服务中心资源，建立 2 个以上
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为本街
道（乡镇）各类社区社会组织提
供培训交流、孵化培育和项目运
作等全方位服务。 加强城乡社区
社会组织调查摸底，对于影响力
强、 有发展前景的社区社会组
织，要适当降低登记门槛，简化
程序，为依法登记和开展活动创
造条件。

深化社会服务管理创新，扩
大公共服务供给力度，建立面向
社区社会组织开放的政府购买
服务项目库。 各级民政部门向社
会组织购买服务时，同等条件下
优先向社区社会组织倾斜，县
（区） 级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或
街道（乡镇）的枢纽型社区社会
组织承接的服务项目，可以将具
体工作交由已备案的社区社会
组织实施。 （据西安新闻网）

湖南：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全覆盖

� � 3 月 6 日上午， 湖南省社
会组织综合党委党建指导员工
作站揭牌仪式暨党建指导员与
未建党组织社会组织负责人见
面会， 在湖南省社会组织党建
服务中心举办。会上，湖南省社
会组织综合党委党建指导员工
作站揭牌， 湖南省民政厅社会
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叶建之宣读
了《关于选派陈娟等 25 名党建
指导员的决定》。

参会人员观摩了湖南省社
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的演示，

服务平台通过有效的数据模型
分析，对社会组织党支部、党员
等信息进行多维度、 全方位整
合，建成集党建管理、考核、服
务可视化一张图系统， 这也标
志着湖南省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又取得一项重大突破。

湖南省民政厅将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 委托湖南省
德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对党建
工作站进行日常运行， 并对党
建指导员进行管理。

（据红网）

河北：
全面排查规范旧物捐赠箱设置行为

� � 为进一步规范城市社区旧
物捐赠箱设置行为，按照《慈善
法》相关规定，2 月 25 日至 3 月
5 日， 河北省民政厅组织各市
对全省各社区旧物捐赠箱的设
置数量、主体单位、单位办公地
址、具体负责人员、设置时间等
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边排查边整改， 对取得公
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与当
地民政部门签订保证书， 明确
主体责任， 严格监管捐赠衣物

的流向， 鼓励其开展公益捐赠
活动。 对非法设置旧物捐赠箱
的其他组织和个人， 一律作清
除处理。建立台账制度，将摸底
排查治理情况登记入账， 将符
合条件允许设置的捐赠箱及捐
赠物流向全部登记。 建立相关
机制， 对本辖区内旧物捐赠箱
实施不间断的监控管理， 及时
查找、及时发现、及时排除慈善
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

（据民政部网站）

记者会现场（新华网 陈杰/摄）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