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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防疫，一手促发展 

今年能否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脱
贫攻坚战能否取得全面胜利？3月12日，国务院扶贫办
主任刘永富在国家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中国有坚定意志
和坚强决心，绝不会因为疫情影响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的实现。

已有9300多万人脱贫

据介绍，自 2015年明确提出到 2020年实现现行标
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以来，中国已有 9300多
万人脱贫，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经过了七年多的
精准扶贫，特别是四年多的脱贫攻坚战，现行标准下
的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去年底
的551万人，贫困县从832个减少到今年的52个，可以
说接近完成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刘永富说。

距离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还有不到 300 天的时
间，刘永富坦言，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是比较明显
的。他介绍，许多贫困家庭主要靠打工为生，去年贫
困人口跨乡打工人数为2729万，受疫情影响，到3月6
日，打工人数为 1420 万，占去年实际打工人数的
52%，比往年略低一些。“但是疫情好转、政府采取了
一些措施之后，出去打工的速度在加快，2月28日到3
月6日这一周时间里，打工的人数增加了300万。我们
预计还将提速。”刘永富说。

扶贫产品的销售、春节期间的旅游、扶贫项目开
工也受到了影响。“许多扶贫项目关系到老百姓的行
路、生产、饮水，这些都是在村组里面实施的。”刘永
富说，“到 3 月 6 日，三分之一的扶贫项目已经开工，
现在这项工作速度也在加快。”

刘永富说，“我们不会因为疫情的影响改变我们完

成任务的决心和信心。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我们
对巩固住成果、如期完成任务还是有信心的。”

脱贫标准不会改变

目前，中国仍有52个贫困县、2707个贫困村和551
万贫困人口没有脱贫，受疫情影响，现行脱贫标准是
否会发生改变？

刘永富表示，今年虽然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是
中国现行脱贫基本标准不会变，不会降低，也不会拔
高，要坚持这个标准不动摇。

据了解，中国的脱贫标准是一个综合性的标准，
包括“一个收入、两个不愁、三个保障”概括。

“一个收入”即国家的收入标准，2011年的不变价
农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按照物价等指数，到2019年
底现价是3218元，计划到今年是4000元左右。根据目
前建档立卡的信息，已经脱贫人口的收入人均都在
9000元以上，剩余贫困人口人均收入在6000元以上。

“两个不愁”指不愁吃、不愁穿，“三个保障”是
义务教育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

其中，教育扶贫方面，义务教育阶段失学辍学儿
童已明显减少。基本医疗保障方面，通过建设县医
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目前所有的村都有了卫
生室和村医，能够保障贫困人口有地方看病、看得上
病。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项制度也
已建立起来。住房安全保障方面，已解决了800多万贫

困户的住房安全问题。
“剩余的52个贫困县、2707个贫困村和551万贫困

人口没有脱贫，这是我们今年要完成的任务。”刘永富
介绍，自 2017 年确定“三区三州”为工作重点以来，
国家制定了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实施方案，目前
已执行两年。2013 年建档立卡时“三区三州”贫困人
口是532万人、贫困发生率是25.5%，到2017年底制定
这个方案的时候是 305 万人，目前还剩 43 万人，贫困
发生率降到了 2%。“我们坚信，这 52个县、1100多个
村按照这种抓法，加大支持力度，加大工作力度，能
够在今年年底脱贫摘帽。”

扶贫工作不会停止、不会结束

保持脱贫成果持续稳定、有效防止返贫是当前脱
贫攻坚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刘永富介绍，这几年返
贫人口从2016年的60多万减少到2017年的20多万，到
2019年只有几千人，脱贫的质量越来越高。

防止返贫，要坚持不懈地发展产业，保证农民工
能够出去打工，增加收入。“农民尤其是贫困人口出去
打工，是减贫见效最快的一个手段，我们要提供各方
面帮助，让他们出去打工，获得稳定的收入。”刘永富
表示，除此之外，还要抓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目前，已搬迁了近 1000万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还有
近500万同步搬迁非贫困人口。

完成脱贫攻坚战，是否意味着扶贫工作可以结束了？
刘永富表示，脱贫攻坚是一个特定的含义，要解

决的任务就是消除中国几千年以来没有解决的绝对贫
困问题，这是历史性的。“不是说绝对贫困消除了，中
国就没有贫困了，完成这个任务以后，中国的扶贫工
作将由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刘永富说，

“我们还要解决发展差距的问题，防止产生两极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扶贫工作不会停止，不会结束，还会
继续做下去。”

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有信心
本报记者 孔德晨

疫情防控期间，重庆市大足区中敖镇加福社区最忆加福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利用互联网发展电商、微商等方
式，销售柑橘45万余斤，销售额近400万元。图为该合作社加工车间内，工人正在将柑橘称重、包装。

瞿 波摄 （人民视觉）

电商助力柑橘销售电商助力柑橘销售

近期，甘肃省平凉市
静宁县在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积极推动县内
扶贫车间复工复产。截至
目前，全县 57 家扶贫车间
已有 39 家恢复生产，吸纳
带动了536名贫困群众在家
门口就业，增收致富。图为
静宁县城关镇的村民在当
地一家扶贫车间缝制衣服。

王 毅摄 （人民视觉）

3 月 12 日，商务部召开网上
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外贸
司、自贸区港司相关负责人就当
前外贸领域热点问题答记者问。

最新数据显示，受春节因素特
别是疫情影响，今年 1—2 月中国
外贸呈现出对传统市场进出口下
降，对东盟等新兴市场小幅增长；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恢复较慢，机
电产品好于整体；加工贸易降幅较
深，一般贸易韧性强；各经营主体
普遍面临困难挑战等特点。

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兴乾表
示，尽管整体运行承压，但中国
外贸仍呈现出一些亮点：一是企
业新兴市场开拓能力不断提升，

对新兴市场出口占比提升3.7个百
分点至51.8%；二是集成电路、汽
车等部分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
产品出口逆势增长，分别增长
10.5%和0.3%；三是大宗商品等进
口保持增长；四是新业态新模式活
力充沛，跨境电商充分利用线上下
单、“不见面”交易等优势，化危为
机，积极拓展业务，展现出较强的
适应性和自主发展能力。

据介绍，基于对供给和需求形
势变化的研判，当前中国政府贸
易政策的核心是稳住外贸基本盘。

“疫情在境外一些国家和地区
发展较快。短期看，对全球经济
和产业链的影响不可避免，全球
经贸增长面临一定压力，中国外
贸企业的复工复产和新订单的获
取也将受到一定影响，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受到一定干扰。但中国
外贸产业链结构完备、竞争力较
强，与全球供应链的合作紧密稳
固。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疫情发
展和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加强分
析研判，落实合规帮扶政策，支
持企业抓紧复产达产。同时加强
全球范围抗疫合作，努力将疫情
对中国外贸和世界贸易发展的影
响降到最低。”李兴乾说。

中国外贸有积极向好因素支撑
本报记者 王俊岭

近日，四川省华蓥市制定出台疫情期间帮扶企业25条措施，帮助
企业按时完成外贸订单，保持经济运行平稳有序。图为在华蓥市丑米
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 游 青摄 （人民视觉）

近日，内蒙古
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有序引导工业企业
复工复产。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
当地企业陆续恢复
产能，抓紧生产赶
制订单。图为 3 月
11 日，在天津中
车风能装备科技有
限公司鄂尔多斯市
分公司，工人在生
产车间作业。

新华社记者
刘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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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宁夏银
川市经济开发区支
持企业在做好防疫
工作的同时有序复
工复产。截至 3 月
11 日，银川市经开
区 89 家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全部复工复
产。图为在银川市
经开区内，舍弗勒

（宁夏） 有限公司员
工在汽车轴承车间
检查加工部件。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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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12 日电 （邱海
峰、孟洋明） 11 日，新电商平台拼
多多发布的 2019 年第四季度及全年
财报显示：2019 年，平台成交额突
破万亿元大关，全年成交额达人民
币 10066 亿 元 ， 较 上 一 年 同 期 的
4716亿元增长113%。

截至 2019 年底，平台年活跃买
家 数 达 5.852 亿 。 2019 年 第 四 季
度，平台实现营收 107.9 亿元，全

年实现营收 301.4 亿元，较上一年
同比增长130%。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拼多多
努力平抑物价、保障供给，为平台
用户以及抗疫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
与帮助。1 月 23 日，拼多多全网率
先上线“抗疫专区”，设立 6亿元应
急资金，对疫情防控相关的医疗卫
生用品进行全面覆盖，确保抗疫应
急用品以全网低价的形式维持足量

供给。1月29日，拼多多捐赠1亿元
资金，联合浙江大学共同成立“病
毒感染性疾病防控专项基金”，用于
支持病毒感染和呼吸道疾病的预防
和控制研究。拼多多于 2 月 10 日正
式上线“抗疫农货”专区并设立 5
亿元商品补贴资金，集中解决农产
区包括 230 多个国家级贫困县农特
产品的销路问题。

拼 多 多 还 通 过 全 球 集 采 的 方
式，驰援湖北等抗疫前线，累计向
武汉、黄冈、孝感等地区捐赠超过
100 万只医疗专用口罩、2.5 万套防
护服等物资。

拼多多年成交额突破万亿元大关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记者丁
怡婷） 记者 12日从国家能源集团获
悉，国家能源集团与法国电力集团
近日签署了国家能源集团东台海上
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合资合同》 和

《认购协议》，双方将合资建设并运
营装机容量达 502 兆瓦的东台海上
风电项目。这也标志着我国首个中

外合资海上风电项目正式落地。
据介绍，该项目包括于 2019 年

12 月全部并网发电的东台四期项
目，装机容量 302 兆瓦，以及目前
在建、预计于 2021年初投运的东台
五期项目，装机容量 200 兆瓦。国
家能源集团将与法国电力集团共同
建设东台五期项目，并共同管理两

项目的运行和维护。
东台海上风电项目位于江苏省

东台市，总投资约 79亿元，是国家
能源集团成立后首个海上风电项
目，也是现阶段国内综合施工难度
最高的海上风电场项目。

全部投入运营后，预计东台四
期和五期项目年发电量 13.9 亿千瓦
时，可满足近 200 万居民的年用电
需求，相当于节省标煤 44.19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93.75万吨、二氧化硫
1704吨。

首个中外合资海上风电项目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