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4月9日 星期四10
ECONOMIC DAILY

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年。打赢脱贫攻坚战，资金保障是关键。今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比往

年提前了一个多月下达，不仅投入力度持续加大，而且针对脱贫攻坚“硬骨头”予以资金倾斜，并充分考虑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力推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力争把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资金保
障十分重要。近日，财政部下达各地2020
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60.27亿元，加
上提前下达的资金，目前已累计下达2020
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396.36亿元，
下达时间比往年提前一个多月。

记者从财政部获悉，2020年，财政
部将继续落实好脱贫攻坚投入保障政策
举措，持续健全与脱贫攻坚任务相适应
的投入保障机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充足的“粮草军需”。

投入力度持续加大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这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
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

财政部坚决履行脱贫攻坚政治责
任，坚持将脱贫攻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
资金安排上予以优先保障。财政部农业
农村司负责人介绍，根据财政部2020年
财政脱贫攻坚工作安排，在脱贫攻坚投
入保障方面将采取以下举措。

统筹多渠道资金来源，保持投入
总量增长。财政部落实与脱贫攻坚任
务相适应的投入保障机制要求，统筹
考虑完成最后攻坚任务和巩固脱贫成
果等因素，围绕补齐“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短板，在加大中央财政投入的同
时，督促指导相关省份加大脱贫攻坚
投入力度。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
模将继续大幅度增加，新增资金重点向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挂牌督战
地区倾斜，兼顾人口较多的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区。”上述负责人表示。

此外，对已经实现稳定脱贫的地方，
各地可统筹安排专项扶贫资金，支持非
贫困县、非贫困村的贫困人口脱贫。切
实用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
跨省域调剂及跨省域补充耕地政策，支
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突出政策支持导向，不断优化投入
结构。在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对“三区三
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支持力度的同时，督
促地方各级财政加大资金和政策倾斜力
度，突出支持“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支持对工作难度大的县和
村实施挂牌督战。

加强与行业部门的协调配合，坚持
现行脱贫攻坚目标标准，大力支持解决
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饮水安
全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增强政策实施
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近年来，我国持续推
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取得突出
成效。“要保持脱贫攻坚期内整合试点政
策总体稳定，发挥各级整合工作协调机
制的作用，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督促省
级指导贫困县进一步提高整合资金用于
产业项目占比，提升整合资金的脱贫成
效。支持实施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以奖

代补政策，优先支持地方尤其是贫困地
区和贫困人口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财政
部农业农村司负责人说。

应对疫情不利影响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
社会造成冲击。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特别要抓好涉及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财政部密
切关注和持续跟踪疫情对脱贫攻坚造成

的影响，特别是针对疫情对农畜产品产
销对接、贫困地区劳务输出的影响和因
疫情致贫返贫情况，会同相关部门，研究
出台了涉及脱贫攻坚的财力保障、财政
补助、税费优惠、金融保险等多方面政策
措施。”财政部农业农村司负责人表示。

据悉，在财力保障方面，2020年中
央财政将继续较大幅度增加专项扶贫
资金规模，向湖北等受疫情影响较重
地区适当倾斜。同时，中央财政在测
算分配 2020 年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等
转移支付时，将向湖北等疫情防控重
点地区倾斜，适当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促进恢复农业生产。通过农业生产救
灾资金，支持水稻、小麦等农作物重大
病虫害和草地贪夜蛾防控，对湖北省
适当倾斜并对其蔬菜病虫害防控适当
支持保障“菜篮子”。

此外，各地可在2019年至2020年服

务业发展资金支持农商互联工作事项中
合理安排一定比例资金用于支持疫情防
控期间农产品市场保供，具体支持货源组
织、储备和对接调运，相关资金不受原有
政策规定的资金用途比例限制。

“在调整和优化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
用范围方面，督促指导各地结合实际，按
照精准施策的要求，在现有资金管理制度
框架内，调整和优化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
用，研究制定针对受疫情影响较重地区脱
贫攻坚的支持政策。”财政部农业农村司
负责人介绍，要重点向产业项目倾斜，结

合实际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产业扶
贫项目生产、储存、运输、销售等环节的支
持，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通过一次性
生产补贴、贷款贴息支持、临时岗位补助
等，支持企业带动贫困户就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财政政策与就业
政策协同发力。“促进就业是一项根本之
举，要把相关资金更多用在提高人力资本
上，加大就业培训、技能提升等方面。”中
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说。

据悉，在加大稳岗返还和就业补助
资金投入力度方面，国家允许地方统筹
使用就业补助、失业保险基金结余、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专账等资金，支持地方落
实国家的各项就业政策，做好贫困劳动
力就业创业工作。

同时，财政部继续配合相关部门扶
持发展扶贫车间、农业合作社和产业大
户，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对有创业能

力及意愿的，尤其是贫困村创业致富带
头人，加强创业指导、创业培训及资金支
持；对“无法外出、无业可就、无力脱贫”
的贫困劳动力，鼓励地方按规定开发农
村保洁、保安、护林、护路等公益性岗位
安置就业。

此外，帮助贫困劳动力有序返岗，支
持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尽快复工，吸
纳当地就业，鼓励重点企业优先招录贫
困劳动力。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
经纪人开展跨区域有组织劳务输出的，
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对企业组织新
招用农民工岗前培训的，给予职业培训
补贴。

在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方面，对
受疫情影响致贫的其他人员和返贫的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及时落实临时救助等
社会救助政策，确保其基本生活不受影
响。对确诊病例中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等，按规定及时给予临时救助，可一事一
议加大救助力度。

“总体来看，财政部及时会同相关部
门出台应对疫情的政策举措，涵盖了支持
贫困地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贫困劳动力
转移就业等各个方面，既有缓解企业压力
稳产保供、稳定就业需求的政策，又有针
对贫困户的帮扶政策；既有财政直接补助
补贴政策，又有税费金融优惠政策。下一
步，我们将积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密切关注现有支
持政策实施效果，进一步完善相关支持措
施。”财政部农业农村司负责人说。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扶贫资金如何加强监管、提高效益，
一直备受关注。“扶贫资金必须精准发
力、提高效益，把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
充分发挥乘数效应。”白景明说。

近年来，财政部门全力推动扶贫项
目资金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建立扶贫
资金“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管理
机制，为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奠定了
坚实基础。

财政部农业农村司负责人介绍，中
央财政继续将强化资金监管作为重点工
作推进，采取了多方面的监管措施，不断
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成效。

首先，进一步健全扶贫资金监管机
制。规范和完善脱贫攻坚有关工作机制，
进一步健全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扶贫资
金监管机制，发挥财政部各地监管局的就
近就地监管作用，压实地方财政部门监管
责任，切实加强日常监管。细化财政部各
地监管局工作职能，把扶贫资金使用管理
情况作为日常监管的重点。

“对于各类监督检查发现的扶贫领
域问题，及时通报反馈结果，依法依规处
理，持续督促整改。认真落实扶贫资金
项目信息公开公示要求，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上述负责人说。

其次，强化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
理。在完善监管制度的同时，加强对脱
贫攻坚资金支出进度、项目实施、绩效情
况的跟踪督促。组织监管局选择部分纳
入扶贫资金总台账的转移支付项目开展
重点绩效评价，加强评价结果应用。推
动提高2020年扶贫项目绩效目标填报
质量，强化各地绩效意识。

此外，加快推进扶贫资金动态监控
机制建设。加强对各级各类财政扶贫资金
的动态监控，进一步优化财政扶贫资金动
态监控平台功能，督促指导地方做好动态
监控工作，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

目前已累计下达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396.36亿元——

中央扶贫资金力度大下拨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
两汪乡借助专项扶贫补助资金110 万元，
以公司＋贫困户模式发展食用菌（黑木耳）
产业，助贫困户经济增收。

李长华摄（中经视觉）

本报讯 记者王轶辰从三峡集
团社会责任办（扶贫办）获悉：为
助力全面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官
之战，截至3月 25日，三峡集团
2020年涉及4个定点扶贫县的48个
扶贫项目已经全部启动实施，4亿
元扶贫资金已随项目一次性全部拨
付到位。

据了解，上述48个项目聚焦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同时
涉及旅游、种养殖、电商等多个产
业扶贫项目。其中，投入医疗扶贫
资金9740万元，涉及充实4个三峡
医疗扶贫基金、改建扩建2所县级
医院；教育扶贫资金14683万元，
涉及5个学校新建项目、4个教育基
础设施新建改建项目和2个教师能
力提升项目；产业扶贫资金8000万
元，涉及旅游扶贫项目6个、种养
殖及深加工项目4个、电商扶贫项
目1个。

三峡集团党组副书记、总经理
王琳表示，“上述项目的实施，既有
利于克服疫情影响为当地经济发展
提供助力，也有利于进一步巩固脱
贫成果，为下一步乡村振兴奠定基

础”。
根据中央安排，自2002年起，

三峡集团开始定点扶贫重庆市巫山
县与奉节县、江西省万安县、内蒙
古巴林左旗等4个县。目前，4个定
点扶贫县已全部脱贫出列。

除定点扶贫外，三峡集团还积
极响应中央号召，积极参与援疆援
藏援青、云南四川少数民族帮扶、
水电库区移民帮扶等工作。2016
年，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时期，三峡
集团主动将帮扶资金向“三区三
州”倾斜，先后派出挂职干部15人
次，连续4年累计投入资金36亿
元，支持云南省怒族、普米族、景
颇族3个人口较少民族和四川凉山
彝区彝族脱贫攻坚。2019年，为助
力云南昭通市和四川凉山州等深度
贫困市州全面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三峡集团又新增支持两省扶贫资金
各5亿元。

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雷
鸣山表示，“助力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战，是中央企业义不容辞的政治责
任和社会责任。三峡集团将坚持全
集团一盘棋，尽锐出战”。

2020年扶贫资金

三峡集团一次性拨付到位

本报讯 记者张毅从陕西省扶贫
办了解到：2020年陕西省级第二批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11.4亿元已下达到资
金使用单位。至此，该省年度预算的
41.4亿元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在第
一季度前已全部切块下达，较省级专项
资金下达进度要求提前了3个月。至
此，连同中央提前下达的55.95亿元，中
省两级今年已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97.35亿元。为全面实施脱贫攻坚收官

项目，及早发挥资金效益奠定了坚实
基础。

今年，陕西在财政紧张情况下，坚
持脱贫攻坚投入力度不松劲，全年安排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41.4亿元，较上
年增加5.4亿元，增长15%。其中，第一
批资金30亿元已于2019年12月下达
到县（区）。陕西今年分配给县（区）的
资金一律“切块下达”，资金项目审批权
限完全下放到县，由县级结合脱贫攻坚

规划和贫困群众需求自主确定扶贫项
目，并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对有利于尽
快恢复生产和疫情防控的项目，优先安
排使用财政扶贫资金。同时，按照“谁
管项目、谁使用资金、谁对资金安全负
责”原则，陕西省强化项目资金监管，严
格落实扶贫资金公示公告制度，切实提
升扶贫资金使用效益。截至3月26日，
全省已安排扶贫项目2.86万个，目前开
工项目1.75万个，开工率61.2%。

陕西提前下达全年财政专项资金
资金一律“切块下达”，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

位于广西东兰县三石镇的龙华
高科技产业园是东兰县与深圳市协
作的扶贫项目。产业园被村民习惯
性地称为扶贫大车间的“母公司”。
而其他乡镇设立的扶贫车间则被称
为“子公司”。这种“子母扶贫车
间”是深圳市龙华区为促进东兰县
大石山区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结
合易地搬迁，精准定位产业扶贫，
在该县探索出产业发展的新模式。

“子母扶贫车间”就是把该县
14个乡镇，形成“1+13+1”的架
构：“1”是负责原材料采购、半成
品加工等机器工序的“扶贫大车
间”——三石镇的东兰龙华高科技
产业园，这是“母车间”；“13”是
在其他13个乡镇和 149个村 （社
区） 成立扶贫车间，这是“子车
间”，负责半成品的手工部分工序。
加上1个技能培训中心，推动农民
转型“新产业工人”。

在三石镇“扶贫大车间”上班的
覃玉兰，老家在三石镇板文村弄能
屯，那里是典型的大石山区，水电不
通，距离三石镇约20公里。通过异
地扶贫搬迁政策，她搬到靠近三石镇
的纳桑移民安置点。覃玉兰告诉记
者：“搬迁以前，我家在大石山里种植
10多亩玉米，粮食还不够糊口，几乎
没有任何收入。从山里移民搬迁到
山外后，在家门口的扶贫车间就可以
上班，每个月有 2500 元的稳定收
入。我现在工作和照顾小孩都不耽
误。我丈夫从事装修工作，收入可
观，小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子母扶贫车间’模式的最大意
义，就在于让原材料多跑路、就业人
员少跑腿，让东兰的贫困劳动力实现

家门口就业。目前，我们已引进汉科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东兰县青春时尚
制衣有限公司入驻园区并投产，共吸
纳500多名贫困群众就业。”东兰县
副县长、深圳龙华帮扶干部陈毅强介
绍说，“1+13+1”子母扶贫车间新模
式的创新，真正实现了送车间到村、
送岗位到户、送技能到人，让贫困户
就近工作。

“我前年刚结婚，现在孩子还
小，原来在外打工，有时候春节都
赶不回来，很想家。外面虽然工资
高，但消费水平也高，回来以后，
虽然工资低一些，但离家比较近，
能够照顾到家里。”在车间上班的韦
全宝一边熟练地操作机器，一边跟
记者聊天。家住三石镇四合村的韦
全宝也是扶贫车间的受益者，他今
年只有27岁，但已经是扶贫大车间
里生产线上的一名“线长”了。

汉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黄意详说：“我们公司主要生产苹
果、华为等品牌手机零配件，这些
电器零部件并不太复杂，比较容易
上手操作。熟练工人每月能有2800
元到3500元的工资，在东兰这算是
比较高的收入了。”

按照规划，13个乡镇扶贫车间
项目完成后，每个车间可安排就业
岗位400个，共安排就业岗位5200
个。此外，正在试产的村级小车间
有6个，规划建设村级小车间143
个。今年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惠
及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约 3300 户
16000人以上，创造年产值约10亿
元。预计将有10000个家庭40000
人以上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增收，稳
固脱贫成果。

广西东兰县探索“子母”扶贫车间模式

家门口就业“链”出新局面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罗 阳

图为工人在扶贫车间生产数据线。 刘廷智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