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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国务院新闻办就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情况举行发布会

大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工作

“十三五”建成集中安置区
约 3.5 万个

易地扶贫搬迁是针对生活在
“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地区贫
困人口实施的一项专项扶贫工
程， 目的是通过“挪穷窝”“换穷
业”，实现“拔穷根”，从根本上解
决搬迁群众的脱贫发展问题。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
赵辰昕介绍，“十三五” 期间，全
国累计投入各类资金约 6000 亿
元，建成集中安置区约 3.5 万个，
其中城镇安置区 5000 多个，农
村安置点约 3 万个；建成安置住
房 266 万余套， 总建筑面积 2.1
亿平方米，户均住房面积 80.6 平
方米；配套新建或改扩建中小学
和幼儿园 6100 多所、 医院和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1.2 万多所、养
老服务设施 3400 余个、 文化活
动场所 4 万余个，960 多万建档
立卡贫困群众已全部乔迁新居，
其中城镇安置 500 多万人，农村
安置约 460 万人。

2019 年底已有 920 万贫困
搬迁群众实现脱贫，今年剩余的
40 万贫困搬迁群众各地已完成
相关退出工作，目前正在接受脱
贫攻坚成效考核。 贫困群众易地
搬迁后就业能力明显提升，有劳
动力的搬迁家庭实现了至少 1
人就业目标，搬迁群众收入水平
得到显著提升。

据统计，全国易地扶贫搬迁
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从
2016 年的 4221 元提高到 2019
年的 9313 元， 年均增幅 30.2%。
为全面评价各地“十三五”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成效，我委于今年
下半年组织开展了全面评估核
查，核查组共随机入户走访搬迁
群众 2333 户 9445 人，结果表明，
搬迁群众住房质量安全验收率
达 100%，子女就学条件改善率达
99%、就医条件改善率达 99.87%，

“两不愁三保障”实现率达 100%，
搬迁群众满意度达 100%。

总的看，“十三五”易地扶贫
搬迁任务已全面完成，960 多万
易地搬迁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胜
券在握。

“可以说，这是继土地改革
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
后，在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发生的
又一次伟大而深刻的历史性变

革，堪称人类迁徙史和世界减贫
史上的伟大壮举。 ”赵辰昕强调。

取得三方面历史性成就

赵辰昕表示，归结起来，“十
三五”易地扶贫搬迁的历史性成
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有效解决了“一方水土
养不好一方人” 地区近 1000 万
贫困人口的脱贫发展问题，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让近 1000
万贫困群众从以前居住的土坯
房、茅草房、危旧房搬进了宽敞
明亮、安全牢固的新房，解决了
他们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完
成了“十三五”全国近 1/5 贫困人
口的脱贫攻坚任务。 搬迁群众完
全脱离了生存环境恶劣的特定

“贫困空间”，从根本上阻断了贫
困的代际传递。

二是充分体现了经济、社
会、 生态等多方面的综合效益，
为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促进脱
贫地区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
基础。 在拉动经济发展方面，易
地扶贫搬迁直接投资 6000 多亿
元， 加上撬动的地方财政资金、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社会帮扶等
资金， 总投资超过 1 万亿元，有
力拉动了贫困地区固定资产投
资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推动中西
部省份 500 多万人在城镇集中
安置，城镇安置率达 52%，西南地
区部分省份城镇安置率超过
90%， 有效提升了贫困地区城镇
化率， 优化了城乡空间布局，为
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开辟了新空间。

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全面
改善了贫困地区教育、 医疗、文
化等设施条件，促进了基本公共
服务水平的大幅提升。

在生态保护修复方面，各地
共复垦复绿搬迁后的旧宅基地
100 多万亩， 推动迁出区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不少因承载人口过
多而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的贫
困地区恢复了“绿水青山”，实现
了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一个战
场、两场战役的双赢。 通过对搬
迁后退出的承包地和山林打包
开发、规模经营，形成了搬迁群
众的“生态股”，把农村资源变资
产、把资产变资金，将生态价值

转化为搬迁户长期收益。
三是有力彰显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
难事的巨大优势，为全球减贫事
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脱贫攻坚的一块硬骨头

2015 年 11 月 27 日，中央扶
贫开发工作会议把易地扶贫搬迁
作为“五个一批”精准扶贫的重要
组成部分，应该说，把易地扶贫搬
迁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
2015年的 12月 1日，国务院召开
了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电视电话会
议，对“十三五”的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动员部署。 揭开了新时期易
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序幕。

新时期的易地扶贫搬迁叫
做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和标志
性工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
兴司司长童章舜介绍，因为这是
脱贫攻坚的一块硬骨头，是重中
之重，难中之难，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搬迁的规模前所未有。
这次易地扶贫搬迁总人口是
1000 万人， 要在五年内完成，规
模之大、时间之紧前所未有。“十
三五”易地扶贫搬迁的人口应该
超过了刚才说的上世纪 80 年代
一直到 2015 年的 680 万人口，超
过了这个规模。 超过了相当于三
峡移民的近 8 倍。 世界上超过千
万人口的国家也只有 80 多个，
现在完成了这项工程，就相当于
搬迁了一个中等人口规模的国
家。 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中国
的扶贫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在
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

二是搬迁对象都是贫中之
贫。中西部地区有意愿，又有能力
的搬迁的人口应该说已经基本搬
得差不多了， 剩余的 1000 万人，
很多都是贫困程度深、 原先也一
直想搬，但是没有能力搬出来。

三是适宜搬迁安置的空间
严重不足。“十三五”时期，搬迁
人口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中西部
地区，这些地区大多是山区、高寒

山区、生态条件非常恶劣、自然灾
害频发、生态环境敏感脆弱，这些
地区人多地少， 所以安置地也不
好找，安置资源紧张。有的地方是
有土无水，有的地方是有水无土。
这些问题在西北、 西南， 特别是
“三区三州”尤为突出。

四是搬迁工作点多面广，工
作链条长，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
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数
万个安置点，关系到近千万搬迁
群众的切身利益， 包括搬迁对象
的识别、安置点的确定、建设、搬
迁入住，后期产业的发展、社区管
理、拆旧复垦等多个环节，每个环
节都缺一不可， 可以说这次搬迁
也是一次不小的社会的重组。 这
对迁入地政府和迁出地政府都是
一个严峻的考验， 特别是一些跨
县安置的任务更加繁重，叫“事非
经过不知难”， 只有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实施如此规
模、如此艰巨的伟大工程。

做好安置社区治理工作

安置社区治理是巩固易地
扶贫搬迁脱贫成果的重要后续
工作，做好安置社区治理工作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的具体行动，是巩固易地
扶贫搬迁脱贫成果的重要内容，
是促进搬迁群众实现跨越式发
展的重要支撑，直接关系到脱贫
攻坚成果巩固，关系到千万搬迁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据陈越良介绍，民政部门积
极履行社区治理牵头统筹协调
职责，主要做了以下五个方面的
工作：

一是建组织。 指导加快建立
健全以党组为核心、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为基层的组织体系，确
保为搬迁群众办事有组织。

二是定制度。 指导加强村规
民约、 居民公约等制度建设，引
导搬迁群众适应新生活有准则。

三是强服务。 指导加强安置
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基本公

共服务资源向安置社区倾斜，确
保搬迁群众住得下。

四是促融入。 积极引导专业
社会工作服务等，帮助搬迁群众
建立新型人际互动支持网络，培
育共同体意识，确保搬迁群众能
融入。

五是兜底线。 健全防止返贫
监测和帮扶机制，将符合条件的
搬迁群众纳入低保、临时救助等
救助范围。 兜底保障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

社区治理是一个持续用力
的过程，针对面临的体制机制还
没有完全理顺，社区服务体系还
不完善，搬迁群众在社区融入程
度还有待提升等新挑战、 新问
题，10 月 23 日，民政部、国家发
改委等 9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
于做好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社区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陈越良表示，下一步民政部
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的
重要论述和考察安置社区重要
指示精神为指引，抓好指导意见
的贯彻落实， 深入发现问题，不
断解决问题，结合民政部门的职
能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着力：

一是贯彻落实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社区治理工作推进
视频会议精神，指导各地及时对
做好安置社区治理工作作出部
署安排。

二是指导各地健全社会救
助制度，对符合条件的搬迁群众
及时予以救助帮扶。

三是指导各地加快推进以
党群服务中心为基本阵地的综
合服务设施建设，完善安置社区
养老托幼助残等服务。

四是组织开展新时代新生
活行动，引导专业社会工作等服
务，帮助搬迁群众尽快融入社区
新生活。

五是大力培育典型，做好宣
传工作， 总结推广好各地好经
验、好做法。

六是加强工作指导和调查
研究，及时掌握进展成效，研究
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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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工作？ 民政部基层政
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在 12 月 3 日国务院新闻办就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情况举行发布会上介绍了民政部下一步工作
的着力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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