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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少鹏 闫立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纳入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
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脱贫攻坚
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
未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决定性成
就。7年多来，全党上下精准施策，
合力攻坚，目前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接近完成。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
的巨大压力，各级干部和贫困地区
群众齐心协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脱贫攻坚工作，驰而不息向决胜
目标挺进。

如何做好当前和下一步工作，
全面完成剩余脱贫攻坚任务，巩固
已经取得的脱贫成果？脱贫攻坚对
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高质量
发展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近日，
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
富接受了《证券日报》记者独家专
访。

较真碰硬“督”
凝心聚力“战”

《证券日报》记者：2020年，脱贫
攻坚到了决胜时刻，您认为还有哪些
要攻克的难题？

刘永富：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时
7年多，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
9899 万人减到 2019 年底的 551 万
人，贫困发生率由 10.2%降至 0.6%，
连续 7 年每年减贫 1000 万人以上。
目前，全国 832个贫困县中已有 780
个宣布摘帽，未摘帽县还有52个；全
国 12.8万个贫困村，还有 2707个没
有脱贫。总体上来说，我国的绝对贫
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脱贫攻坚任务接近完成。

目前，没有脱贫的贫困人口和贫
困村、没有摘帽的贫困县，数量上看
不是很大，但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
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三保障”问
题基本解决了，但稳得住、巩固好还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确保剩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如期脱贫，今年以来，我们对尚未摘
帽的 52 个县和脱贫任务重的 1113
个贫困村实行挂牌督战。在今年 3
月 6日召开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务院
扶 贫 开 发 领 导 小 组 要 较 真 碰 硬

“督”，各省区市要凝心聚力“战”，啃
下最后的硬骨头。国家层面，从多
个方面加大督战力度，同时加大资
金投入和扶持力度，为这 52个县安
排了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308亿元。各地也持续加大攻坚力
度，比如，新疆南疆地区有 16 万贫
困人口，目前 5 万多名各级机关干
部和国有企业干部职工，奋战在脱
贫攻坚一线。四川凉山也有 5万多
名干部参加帮扶。云南怒江贫困户

搬迁的任务比较重，帮扶人员就组
成“背包队”，帮助老百姓从山上往
山下搬，目前已经基本完成搬迁任
务。我们相信，只要全国上下绷紧
弦、加把劲，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
部署落实好，我们完全能够如期完
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证券日报》记者：新冠肺炎疫
情给脱贫攻坚带来不小压力，如何
克服这些困难，确保脱贫攻坚任务
如期完成？

刘永富：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
是很大的。疫情之初，突出表现在四
个方面，一是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受
阻，全年务工时间相比往年少了1个
月到2个月；二是贫困户生产经营受
损，如种子、化肥等农资不能及时到
货，生产出来的产品出现了滞销；三
是驻村帮扶工作受限，帮扶干部下不
去；四是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扶
贫项目复工复产延迟。

针对这样的情况，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出台应对疫情影响政
策措施，扶贫办会同多个部门及时
研究制定涉及资金、产业、就业、兜
底保障、消费扶贫、驻村帮扶、干部
培训等多方面的具体措施。我们建
立疫情对脱贫攻坚影响分析应对机
制，按照分区分级精准施策的要求，
指导各地做好工作。重点是做好组
织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工作，实施
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的政
策措施。在企业复工复产、重大项
目建设等方面优先组织和使用贫困
劳动力，鼓励企业更多招用贫困地
区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人员，
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点对点”帮助
贫困劳动力尽快有序返岗，开发新
的公益岗位，促进外出务工困难的
贫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同时，积
极推动消费扶贫行动，开展扶贫产
品认定，采取单位购买、建立扶贫交
易市场、市场主体销售、有关互联网
平台销售等多种方式，多渠道解决
农产品卖难的问题。加强统筹调
度，督促各地加快扶贫项目开工和
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复工复产，
落实应对疫情的各项支持政策。

随着疫情形势的发展和相关举

措落实到位，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
响逐步克服。截至 6月 30日，25个
省 份 已 外 出 务 工 贫 困 劳 动 力
2830.91万人，是去年外出务工总数
的 103.73%。中西部 22个省份安排
扶贫项目 42.91 万个，已开工项目
40.86 万个，开工率 95.24%；有扶贫
龙头企业 28661 个，已复工 28057
个，复工率 98%；有扶贫车间 30247
个，已复工 30119个，复工率 99.6%；
共认定63278个扶贫产品，销售金额
784.61 亿元。接下来，要把疫情对
脱贫攻坚的影响降到最低，重点是
要做好稳得住、卖得出、兜得牢这三
个方面的工作。稳得住，主要是做
好贫困劳动力稳岗工作，把已经输
出的人员稳定在企业，稳定在输入
地。卖得出，主要是持续加大消费
扶贫行动的力度，落实好消费扶贫
各项措施，促进贫困地区扶贫产品
销售。兜得牢，主要是对特殊困难
的贫困群众，采取低保、特困供养、
临时救助等多种措施，确保兜底保
障措施落实到位，确保这部分群众
的生活不出现问题。

形成大扶贫格局
凝聚起强大合力

《证券日报》记者：脱贫攻坚是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伟大实
践。您认为，在脱贫攻坚战中，是如
何体现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制
度优势的？

刘永富：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
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这是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政
治保证。脱贫攻坚之所以取得决定
性成就，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有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
导，习近平总书记亲力亲为、高位推
进，得益于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
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
各部门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
县抓落实”的工作体制，坚持落实脱
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五级书记抓扶
贫、各方合力促攻坚，全党全国全社

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脱贫攻坚，形
成了大扶贫格局，凝聚起了强大合
力，脱贫攻坚只有参与者，没有局外
人。脱贫攻坚过程中，许多方面体现
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

集中力量办大事最典型的体现
就是实施大规模的易地扶贫搬迁。
为了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
的问题，我国决定在“十三五”期间
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
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农村
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挪穷
窝、换穷业、拔穷根，实现搬得出、稳
得住、能致富。工程实施过程中，中
央各相关部门和各地齐心协力，统
筹解决人往哪里搬、钱从哪里来、地
在哪里划、房屋如何建、收入如何
增、生态如何护、新村（区）如何管等
具体问题，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
政府债、贴息贷款、专项建设基金等
各类资金总额超过6000亿元。截至
目前，全国共搬迁贫困人口 950 多
万人，搬迁入住率达到 99.5%，还同
步搬迁了 500 万非贫困人口。在 4
年多时间内，相当于搬迁了一个中
等人口规模的国家，这是了不起的
成就。在群众搬迁入住后，各级党
委和政府坚持把搬迁安置和脱贫发
展相结合，持续加大搬迁后续扶持
工作，下功夫解决搬迁后群众的就
业、产业问题，配套解决安置点公共
服务、社区管理和搬迁群众社区融
入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脱贫攻坚过程中，我们深入开
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中
央单位定点扶贫和军队扶贫，各类
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也积极参
与脱贫攻坚，作出了积极努力，贡献
了智慧力量，取得了显著成效。东
部 9 省市帮扶中西部 14 个省区市，
全国支援西藏和新疆，东部 343 个
经济发达县市区与中西部 573个贫
困县开展携手奔小康行动。308家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 592个国家重点
县，全军部队帮扶 4100 个贫困村。
9.9 万家民营企业结对帮扶 6.56 万
个贫困村。我们广泛动员全社会力
量，合力推进脱贫攻坚，可以说是全

党全国全社会一起行动，全社会力
量广泛参与到了这一对中华民族对
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当中，
为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提供
强有力的支撑。

我们在全国开展贫困识别，为贫
困人口建档立卡，这项工作操作起来
难度很大。2014年，我们用了一年
的时间，组织了80多万干部，深入村
户开展建档立卡工作，识别了12.8万
个贫困村、2948万贫困户、8962万贫
困人口。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
每年组织近百万人开展建档立卡“回
头看”，并在之后每年都进行动态调
整，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这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也是
集中了全国上下的力量来完成的。

各路扶贫资金
一分一厘都要用好管好

《证券日报》记者：脱贫攻坚以
来，财政资金、金融资金等各方面的
投入力度很大，请问在完善资金管
理方面，取得了哪些经验？还有哪
些体制机制上的不足？

刘永富：脱贫攻坚，资金投入是
保障。深入推进脱贫攻坚战，我国
始终坚持政府投入在扶贫工作中
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同时增加金融
资金对脱贫攻坚的投放，发挥资本
市场作用，吸引社会资金广泛参
与，形成了多渠道、多样化的投入
格局，有效确保了脱贫攻坚的工作
需要。在投入方面，既包括各级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整合涉农资金，
还有政府债、土地增减挂指标跨省
交易资金、扶贫小额信贷等资金，
再加上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
援、定点扶贫、民营企业万企帮万
村、社会扶贫等投入，各方的投入
力度是非常大的。

从脱贫攻坚一开始，我们就强
调强化扶贫资金监管，坚持“阳光扶
贫”“廉洁扶贫”的原则。一方面严
格规范管理各类扶贫资金，另一方
面强化资金使用的监督，依靠审计
监督、行业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
督等，确保扶贫资金严格管理，防止
滋生腐败。 (下转A3版)

脱贫攻坚战，也是产业和金融升级的“协奏曲”
——专访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

多家险企“踩雷”信保业务
监管部门出台措施“补漏”
..............................B1版

带量采购常态化
仿制药销售额占比或降低
..............................B2版

特斯拉股价
“一天涨出一个福特”
..............................B2版

银行客户经理每天销售基金
二三百万元属于常态
..............................A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