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 6 月 17 日拍摄的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团山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点（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杨楹/摄）

河南：
推进全省乡镇（街道）社工站全覆盖

地方动态

随着贵州省宣布剩余的 9
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我国
832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 社会各
界对此给予高度评价。“832 个贫
困县全部脱贫摘帽，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
的结果，是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
众艰苦奋斗的结果，是社会各界
真帮实扶的结果， 脱贫摘帽是
‘干’出来的，是了不起的成绩。 ”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夏更生如
是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
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
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脱贫攻
坚战。 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
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2015 年 11 月， 中共中央政
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明确
提出：到 2020 年，稳定实现农村
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
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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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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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贫攻坚何其艰难！ 为解决
精准问题，2016 年， 全国动员近
200 万人， 开展建档立卡“回头
看”，进村入户摸底排查，共剔除
识别不准人口 929 万人，补录贫
困人口 807 万人，识别精准度进
一步提高。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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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中，90%以上得
到了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支持，
三分之二以上主要靠外出务工
和产业脱贫。

全国 832 个贫困县，2016 年
至 2019 年已有 780 个贫困县脱
贫摘帽。 截至 2019 年末，全国还
有 52 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 个
贫困村未脱贫出列。 虽然同过去
相比总量不大， 但都是贫中之
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
头。 尤其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和
洪涝灾害，给脱贫攻坚全面收官

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 比如，
因为洪涝灾害，52 个挂牌督战县
有 1 万多贫困人口饮水安全和
住房安全产生了新的问题。 2 月，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紧急
下发了《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脱贫攻坚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地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脱贫攻坚，解决扶贫项目
开工复工难题。 6 月底，国务院扶
贫办又要求各地及时防范化解
因洪涝灾害、地质灾害造成的返
贫致贫情况。 经过努力，脱贫攻
坚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全国扶贫
车间复工率稳步恢复到近 100%，
因灾新产生的住房安全和饮水
安全问题逐步得到妥善解决。

经过 8 年精准扶贫、5 年脱
贫攻坚战，全国 832 个贫困县全
部脱贫摘帽，近期通过省级专项
评估检查达到退出标准，由省级
人民政府宣布退出。

“贫困县全部宣布摘帽，并
不意味着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已经全面完成。 ”夏更生说。据
悉， 贫困县退出由县级申请、市
级初审、 省级专项评估检查、省
级人民政府宣布。 省级宣布后，

还要接受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抽查、 国家脱贫攻坚普查、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检验退出程
序的规范性、标准的准确性和结
果的真实性。 据国务院扶贫办介
绍，按照既定程序，今年摘帽的
52 个贫困县的抽查工作已开始
启动。

“贫困户脱贫后如果不再享
受现行扶贫政策，能否确保他们
不返贫？ 如果撤掉扶贫工作队，
脱贫村能否正常运转并向乡村
振兴方向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和后续
措施跟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贫
困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秘书长
檀学文说。

夏更生表示，脱贫摘帽后，还
需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
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因此，打赢脱贫攻
坚战后， 我们要接续推动脱贫摘
帽地区乡村全面振兴， 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

（据《经济日报》）

贫困县全部摘帽，是如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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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 多万———这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易地扶贫
搬迁的贫困人口数量。 同
时，我国还同步新建了约 3.5
万个安置社区。

社区治理是易地扶贫
搬迁“后半篇文章”的重要
一环。 如何加强集中安置
社区治理工作， 让百姓既
能搬了新家，也能“搬”出好
生活？

在 27 日民政部举办的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
区治理工作推进视频会上，
来自广西、贵州、云南怒江
州、江西遂川县、四川昭觉
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结合
地区特点，分享了当地如何
通过为社区“加分”，从而为
群众换来幸福“加倍”的经
验和探索。

广西———少数民族人
口最多的自治区，截至 10 月
底共有安置点 506 个，71 万
贫困人口搬迁入住。

推行“积分制”管理模
式，通过积攒积分兑换礼品
或服务的形式，将积分“数
字表”变为工作“助推器”，
全区 800 人以上的安置点
70%实行积分制管理。

聚焦服务供给，加强公
共服务设施布局， 全区 800
人以上的安置点全部集约
建设了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就业社保服务中心等“九个
中心”， 初步形成安置社区
公共服务综合体和“15 分钟

服务圈”。
贵州———全国脱贫攻

坚的主战场之一，累计搬迁
188 万贫困人口， 是全国搬
迁规模最大、任务最重的省
份之一。

建设社区集约化信息
治理服务平台，推进安置区
数字化治理，破解社区信息
系统重复建设、 数据“孤
岛”、 基层数据反复录入等
痛点。

抓好安置区养老服务
和儿童服务设施建设。 在安
置区建设 202 个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基本实现搬迁移
民居家养老不出小区；在安
置区建设 790 个儿童服务中
心（儿童之家），提供课业辅
导、娱乐、托管服务。

云南怒江州———“三区
三州”之一，每 3 个建档立
卡贫困人员就易地扶贫搬
迁 1 人。

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在 67 个集中安置区全覆
盖。 组建宣讲团、文艺宣传
队开展每日文体、 每周升
旗、每月评比、每年培训“四
项活动”。

开展送法进安置区、移
动法庭、法制讲座、现场调
解等活动，探索以调解员为
轴心，公安、住建、城管、民
政、人社等有关部门平行联
动的工作模式，全州调解率
达 98%。

江西遂川县———地处

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 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

培育安置社区群团组
织，引导安置社区组建“老年
协会”“和谐妇女队”“腰鼓
队”等，组织书法展、棋艺竞
赛、广场舞等活动，丰富搬
迁群众文化生活。

引导县志愿者协会等本
土社会组织入驻社区，参与
社区治理， 提供家政培训、
妇女权益保障等服务。

四川昭觉县———全国最
大的彝族聚居县，在四川深
度贫困县当中贫困人口最
多，搬迁规模居四川第一。

“双联四包” 结对全覆
盖。 当地实施县级负责同
志联系社区、 县级部门联
系迁出群众所在乡镇的

“双联 ”机制；实施党总支
包社区、党支部包楼栋、党
小组包单元、 党员干部包
住户的“四包” 模式，2357
名党员干部全覆盖结对安
置社区居民， 每周入户两
次以上。

紧扣彝区实际， 确保脱
贫内生动力。 开发民族文化
商业街 300 余个商铺， 统筹
商铺租金用于“反哺”集中
安置社区治理；强化技能培
训， 建立彝绣工坊扶贫车
间，运用“订单+培训”模式，
让彝族贫困妇女“抱着娃、
守着家、挣着钱”。

（据新华社）

这个问题，事关 960 多万贫困群众

日前，河南省民政厅发布《河
南省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
项目实施方案》（试行）（以下简称
《方案》），明确了乡镇（街道）社工站
建设的总体要求、 项目工作职责体
系、服务内容、项目标准、时间安排

和实施步骤、有关要求等内容，重点
提出要用 3至 5年时间， 推进全省
乡镇（街道）社工站全覆盖，实现“一
县（区）一中心，一乡镇（街道）一站
点，村（社区）都有社工服务”。

（据河南省民政厅）

河北：
社会工作（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基地启动

11 月 25 日上午， 河北省民政
厅在石家庄市圣仑大厦 10 楼举行
了河北省社会工作（社会组织）孵
化培育基地揭牌活动。

基地由河北省财政出资 209
万元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委托省社会工作促进会承接运营，

是为萌芽期、初创期、成长期的社
会组织、社会工作机构提供办公场
地、办公设备、孵化培育、能力建
设、评估督导、公益宣传、党建服
务、资源对接、资金扶持、实践研究
的公共服务平台。

（据民政部网站）

青海：
规范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星级评定工作

近日， 青海省民政厅制定了
《青海省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星级
评定办法》。《办法》统一了全省养
老服务机构和设施的等级评定标
准， 进一步细化了评定指标内容，
其中养老机构（含特困供养机构）
分为五个等级，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和农村互助幸福院各分为三个等
级，补充完善了养老服务质量青海
标准和评价体系，为各地开展星级
申报工作提供了依据。省民政厅将
依据该办法于 12 月 1 日启动新一
轮养老机构和养老服务设施星级
评定工作。 （据民政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