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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及当前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进展情况时，中央农办
副主任、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
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表
示，2022 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深化
之年，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脱贫
攻坚成果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
基础更加稳固、 成效更可持续，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没有发生规模性返贫
现象。 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
有效发挥作用， 识别认定时间
缩短到 15 天以内，实现了早发
现、早干预、早帮扶，“三保障”、
饮水安全和兜底保障水平持续
巩固提升。

二是脱贫劳动力就业形势
保持稳定。 2022 年，务工就业规
模达到 3277.9 万人，比 2021 年
年底增加 132.9 万人，超过年度

目标任务 258.7 万人。
三是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

收入较快增长。 2022 年，脱贫地
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5111 元，增长 7.5%，比全国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 1.2
个百分点。 脱贫人口人均纯收
入达到 14342 元， 同比增长
14.3%，比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速高 8 个百分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指出， 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 增强脱贫地区和脱
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 刘焕鑫
表示，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
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
底线任务之一进行强调部署。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持续抓紧抓
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项
工作， 努力让脱贫群众生活更
上一层楼。

一是抓监测帮扶落实。 开
展监测对象常态化监测和集中
排查，进一步提升识别精准性、
帮扶针对性， 及时化解因疫因
病因灾等返贫致贫风险隐患。
实行分类帮扶，对有劳动能力、
有意愿的监测户， 落实开发式

帮扶措施；对没有劳动能力的，
做好兜底保障。

二是抓发展动力培育。 把
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作为根本措
施， 把促进脱贫县加快发展作
为主攻方向，聚焦产业就业，着
力用发展的办法， 不断缩小收
入差距、发展差距，增强脱贫地
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
用好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 帮助脱贫地区补
上技术、设施、营销等产业发展
短板。 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实
施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确
保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稳定在
3000 万人以上。

三是抓帮扶政策完善。 全
面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策，持
续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和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点等重点区域政策倾斜力度。
深化东西部协作、 中央单位定
点帮扶、“万企兴万村” 等帮扶
机制， 促进形成防止返贫工作
合力。 发挥好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
核评估“指挥棒”作用，压紧压
实各级责任。 （据国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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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是参
与沪滇携手动员引导社会组织
参与东西部协作的基金会之一。
据记者了解，2022 年， 该基金会
参与了“上海乡村振兴163 百万
行动”， 助力上海对口帮扶地区
云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秘书
长郑依菁在接受《公益时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乡村振兴涵盖
的领域非常广泛， 且和很多社
会组织的业务方向非常一致，
如乡村儿童、医疗卫生、乡村教
育等议题。“作为社会组织，我
们在这些领域也积累了丰富的
实践经验和社会资源。 另外值
得注意的是， 实现乡村振兴要
发挥乡村的主体性尤其是广大
农民的主体性和积极性。 对社
会组织来说， 充分调动公众积
极参与、 设计出一些具有科学
性和可持续性的公益项目，也
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

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涉
及多方面内容， 为企业及社会组
织提供了广阔的参与空间。

如，意见提到加快发展现代
乡村服务业， 发展乡村餐饮购
物、文化体育、旅游休闲、养老托
幼、信息中介等生活服务。

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实
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

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程，推
动乡村民宿提质升级。 深入实施

“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
出村进城工程，鼓励发展农产品
电商直采、 定制生产等模式，建
设农副产品直播电商基地。

在这方面也有很多成功案例。
2013 年，针对欠发达地区乡

村发展落后的现状，中国乡村发
展基金会（原中国扶贫基金会）
发起实施“百美村庄”项目。 在有
实施项目条件的村庄，通过整体
规划和专业设计对传统村庄、旧
民居进行内部改造，对村庄和周
边生态环境进行维护整治，开展
乡村旅游促进三产融合，培养乡
村致富带头人和年轻人回乡就
业创业。 截至 2022 年 5 月，项目
在河北、河南、甘肃等 12 省（自
治区、直辖市）29 县（区）31 村落
地，成为助力脱贫攻坚及乡村振
兴的典型案例之一。

在产业形态发展方面，电商
直播助农成为支持农业发展、农
民增收的高效途径。 以新东方等
为代表的企业， 通过直播带货、
打造农产品电商平台等方式增
加农民收入，同时也发挥了其在
培训和在线技术方面的优势，多
途径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及乡村
人才发展，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涉及乡
村环境、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以

及老年人、妇女儿童等各方面内
容和细节。 其中有很多领域都不
乏公益慈善力量的参与。

意见提出， 扎实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加大村庄
公共空间整治力度， 持续开展
村庄清洁行动； 推动农村生活
垃圾源头分类减量； 持续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

持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
设， 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
动， 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
推广。 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应
用，推进智慧农业发展。 落实村
庄公共基础设施管护责任。 加
强农村应急管理基础能力建
设，深入开展乡村交通、消防、
经营性自建房等重点领域风险
隐患治理攻坚。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推
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下沉，着力
加强薄弱环节。推进县域内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农村学
校办学水平。做好农村新冠疫情
防控工作，层层压实责任，加强
农村老幼病残孕等重点人群医
疗保障，最大程度维护好农村居
民身体健康和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深化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加
快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
设，推广日间照料、互助养老、
探访关爱、 老年食堂等养老服
务。 实施农村妇女素质提升计
划， 加强农村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健全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制
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关心关爱精

神障碍人员。
以助力农村地区疫情防控

为例。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企

业及基金会通过捐赠防疫资金
及物资、 开展乡村医生培训、设
计公益项目等形式，帮助医疗资
源相对匮乏的农村地区平稳过
渡。 其中，一直坚守在为民服务
一线的社会工作者，充分发挥了
桥梁和纽带作用，将来自社会的
关爱落实到“最后一米”，其专业
价值也日渐凸显。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此外， 在提升乡村治理效
能、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以及
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
社会力量也有广阔的参与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工作”也再
次被提及，成为加强乡村人才队
伍建设的重要支持力量。

意见提出，加强乡村法治教
育和法律服务，深入开展“民主
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 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
解机制。 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
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
平台。 深化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
点，组织开展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镇创建。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深
化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拓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

媒体中心等建设，支持乡村自办
群众性文化活动。 注重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 深入实施农耕文化传
承保护工程，加强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 办好中国农民丰
收节。 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
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
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
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
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推进农
村丧葬习俗改革。

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 实
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组织
引导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社
会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等领域人
才到基层一线服务，支持培养本
土急需紧缺人才。 实施高素质农
民培育计划，开展农村创业带头
人培育行动，提高培训实效。 大
力发展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
育， 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
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青年人
才开发行动。

“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央连续
出台的第 20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
一号文件， 再次表明党中央加强
三农工作的鲜明态度， 发出重农
强农的强烈信号。 ”中央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农业农村
部部长唐仁健在介绍 2023 年中
央一号文件有关情况时表示，今
年的文件聚焦狠抓落实， 突出工
作部署指导性、政策举措针对性，
既是明确全年工作重点的“任务
清单”，也是指导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操作手册”。 （皮磊）

（上接 01 版）

詹成付回顾了民政论坛
的发展历程， 对民政论坛 20
年来发挥的重要作用予以充
分肯定，要求紧紧抓住“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个民政
工作和民政政策理论研究面
临的新的最大背景最大任
务，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民政
政策理论研究的根本指引，
把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贯彻落实作为民政政策理
论研究的职责使命，把深化
民政事业发展的规律性认
识作为民政政策理论研究
的坚定追求；强调要加强民
政论坛建设， 更加重视政策
理论研究， 持续推进创新创
造，加强成果转化应用，推动
民政政策理论研究高质量发
展， 助力民政事业取得更多
新的成就。

柳拯在总结讲话中指出，

走好新时代新征程上新的
“民政赶考”之路，以民政工
作现代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热切
呼唤民政政策理论的大创新
大发展， 迫切需要广大民政
政策理论研究者、 实践者发
挥更多更大的作用。 要以更
多更优秀的研究成果， 为谱
写民政事业发展新篇章，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届论坛共收到全国民
政系统和高校科研机构提交
的论文 2118 篇。 评出一等奖
39 篇、二等奖 129 篇、三等奖
163 篇。

民政部各司（局）、直属单
位负责人，相关专家、获奖论
文作者代表在京参加了主论
坛。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
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
政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
政局负责人和相关处室负责
人在各地分会场参会。

（据民政部官网）

民政论坛在京举办

2月14 日上午，国
新办举行新闻

发布会， 介绍并解读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 同时就相
关内容回答记者提问。

”

2 月 17 日，民政论坛以视频会议形式在京举办。 论坛旨在
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交流民政政策理论研
究最新成果，深入研讨民政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詹成付出席论坛并讲话，民政部党组
成员、副部长柳拯主持论坛并宣读《民政部关于 2022 年民政政
策理论研究获奖情况的通报 》， 部分专家学者、 地方民政厅
（局）负责同志和获奖论文作者做了交流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