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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13 日电(记者胡璐、董峻)国务
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 13 日表示，预计到今年底，我国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将减少 85% 以上，贫困村将
退出 80%左右，贫困县脱贫摘帽 50% 以上。

他是在 13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作出上述表述的。

刘永富说，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脱贫攻坚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最大的成果或者说解决的最
突出问题，就是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
色的扶贫开发道路。这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精准方
略、坚持开发式扶贫、坚持发挥制度优势、坚持较真碰
硬、坚持开放包容等。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确定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建立中央
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体制机制，开展建档
立卡，精准识别贫困人口，选派驻村工作队，加强扶贫一
线工作力量，加大扶贫投入，强化政策举措，为脱贫攻坚

提供坚实保障，我国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
“到 2020年还有两年时间，现在可以说是进入攻坚

克难、攻城拔寨的阶段。”刘永富说，“从点上看就是‘三区
三州’以及‘三区三州’以外的深度贫困地区，这是当前的
工作重点。从面上看，要按照‘两不愁、三保障’和‘一个收
入’的综合标准摸清真实情况，防止出现工作死角。”

现行标准下，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将减少 85% 以上
贫困村将退出 80% 左右，贫困县脱贫摘帽 50% 以上

新华社合肥 12 月 11 日电(记者王菲)《乡村要振
兴，俺们村民怎么干？》授课人：扶贫专干袁浩；《党员干
部走在前，移风易俗就不难》授课人：“最美宿州人”熊
孝同；《改革开放 40 年，身边巨变我来谈》授课人：老党
员代表丁敬之……近日，在安徽泗县大杨乡小丁村的
新时代农民夜校，记者看到 12 月份的夜校课程已经排
好。

“课件内容都是授课人自己制作，形式上尽量采用
接地气的语言和案例，确保村民听得懂能受益。”小丁
村驻村工作队扶贫专干袁浩说，这些课程都是根据村
民需要，结合当前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制定的。

雪白的墙壁、数十张桌椅、配上简单的教学仪器，
白天的村民议事活动中心，晚上就成为新时代农民夜
校。

“白天农民忙干活很难聚齐，我们就把授课时间安
排在晚上，每月两到三次，用身边人、身边事宣讲扶贫
政策、创业经验、孝老爱亲。夜校结合村民的特点和需

求，为村民量身定制菜单式的课程。”袁浩说。
记者了解到，安徽泗县在全县 184 个村创建了新

时代农民夜校，整合原有的村文化活动室、文化广场、
村小学旧址等场所，因地制宜开展扶贫政策讲解、脱贫
致富技术培训、文明乡风宣传，通过“精神扶贫”激发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在安徽泗县，新时代农民夜校会聚了大批驻村扶
贫工作队长、村两委干部、老党员和脱贫奋进模范，他
们走上夜校讲堂，通过各种灵活宣讲把扶贫技术和党
的扶贫政策送到群众身边。

截至目前，泗县新时代农民夜校已开展了一万多
场次的培训和宣讲，成为助力精准脱贫的“充电站”，也
是凝聚党心民意的“连心桥”。

安徽泗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夜校的“精神滴灌”
带来了村民精神面貌的潜移默化：以前“靠着墙根晒
太阳”等救济的懒汉少了、村民吵嘴打架的纠纷少
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股勤劳致富阳光向上的风

气。
“之前我也想去上创业培训课，但是学费太高。

如今村里的农民夜校就有免费的创业培训指导课，
老师的讲解实用接地气，对我创业帮助很大。”小丁
村村民万俊杰曾因父亲生病陷入贫困。通过创业引
导，万俊杰不等不靠发展肉鸡养殖，注册了家庭农
场，带动村里十几户贫困户一起发展。如今 90 后的
他已成为全县的脱贫奋进典型。

“你回去好好准备下，下一堂课就结合自己的
‘致富经’给大家讲一课！”在袁浩的“鼓动”下，万俊杰
也成了新时代农民夜校的一名志愿宣讲员。

冬季的皖北乡村天黑得早。晚上 7 点钟，小丁
村新时代农民夜校的灯亮了起来，将这个寂静的
皖北村庄映照得分外温暖。泗县县委常委尉成辉
说，下一步新时代农民夜校还会进一步加强宣讲
形式的创新，同时借助信息化技术打造线上农民
夜校，方便流动党员和群众“充电”。

泗县农民夜校：课程听得懂，脱贫用得上

▲游客在腾冲“银杏村”游玩、拍照（11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林碧锋摄

银杏叶如何撑起“三尾巴”村的“钱袋子”
云南省腾冲市固东镇江东社区旅游脱贫见闻

新华社昆明电(记者林碧锋)初冬时节，银杏正黄。
云南腾冲万亩连片的银杏林，将腾冲市固东镇江东社
区妆成了金黄色的童话世界，吸引了海内外游客纷至
沓来。

当地村民说，银杏树是老祖宗留下的遗产。早在明
朝洪武年间，江东先祖从四川成都到腾冲戍边，发现此
地有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银杏树，便在此安营扎寨，此
后逐渐在各家房前屋后和庭院里继续种下许多银杏树。
大自然赐予了好山好水，村子里的银杏树也越种越多。
现在这里有天然连片银杏林 1 万余亩、3 万余株，其中
百年以上的 1200 余株……

但由于地处边远，基础设施薄弱，资源得不到开发
利用，长久以来江东社区成了固东镇最贫困的地方，被
称为水尾巴、路尾巴、电尾巴“三尾巴”村。一段时间里，
全村 70%是贫困人口。

如何减贫脱贫？当地干部群众认为，村里的优势在
生态，出路在发展乡村旅游。

52 岁的村民杨祝英是一名老党员，和村子里许多
群众的感受一样，曾经的生活是苦涩的。为了供两个孩
子上大学，丈夫长期在外做木工，她在家种烤烟和玉米，
有时也打打零工，全家每年收入 1 万余元，日子过得很
拮据。

自家房子、院子足够大，银杏树也不少，为什么不
拼一把？几年前，在政府的引导下，杨祝英决定改造升
级自家小院办农家乐，家里积蓄不够，就向亲友借了 3
万多元，还有政府补助：设 4 个床位补助 2 万元，建凉
亭和大门分别补助 3000 元和 6000 元。

200 多平方米的双层木房装饰一新，屋檐下挂上
玉米串和油纸伞，游人在银杏树下悠然用餐……就这
样，杨祝英办起了村里最早的 7 家农家乐之一，丈夫也
不再四处奔波打工，回家专心打点生意。

眼下，正是村里旅游旺季，杨祝英从早忙到晚，有时
顾不上吃饭，一天最多要接待 10 来批游客。她的拿手菜
银杏果炖土鸡等颇受游客欢迎。杨祝英说，家里还种点
水稻、油菜和玉米，靠着农家乐每年有 7 万余元收入。
“几年前借的钱都还清了，现在日子好过多了！”

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发展到 140 多家，不少村民
的腰包也渐渐鼓了起来。近年来，当地通过引入旅游
开发公司，依托银杏树开展“村企合作”发展乡村旅
游，制定乡村发展规划，逐步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改造
民居旅馆、保护生态环境，引导更多群众投身乡村旅
游业。

48 岁的村民黄定兴经营着一家客栈，双层砖木结

构楼房中有 6 间客房，游客在此有吃有住。“现在银杏
果、银杏菜都很受欢迎。”黄定兴边给客人倒茶边说，这
几天每天有近百名游客到自家院子里观光。早些年他
在腾冲工作，看到村里着力发展乡村旅游就回家创业，
如今每年有 4 万余元收入，家里还买了辆小汽车。

和旅游发展同步的，是乡村的美丽变身建设。5 年
来，江东社区扩建硬化进村主路及村内道路 200 余条，
污水处理、水体整治、停车场建设等工作也让百姓有了
更好的生活环境。

村在林中，林在村中。如今的江东社区旧貌换新颜，
一座座灰墙灰瓦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冬日暖阳洒在房
前屋后的银杏树上，金灿灿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时而随
风飘落。游客的到来，让原本安静的村子热闹了起来。

行走在“银杏村”核心景区，挂着醒目招牌的农家

乐和客栈随处可见，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或穿梭于
乡间小道，或三五成群在农家小院里观赏拍照。街道
边不少群众售卖银杏果、银杏酥等特色产品。

没有条件经营客栈和农家乐的群众，也在共享
发展乡村旅游的“红利”。50 岁的村民黄定旺在景区
开了 4 家银杏酥小铺，还在村里找了 8 名帮手一起
打理。靠着卖银杏酥，他每年有近 7 万元收入。

去年，江东社区实现旅游总收入 6000 余万元，村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100 元，带动社区及周边贫困人
口 800 余人实现就业。目前，社区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已从 2010 年的 726 户、2520 人减少为 20 户、72 人。

江东社区党总支书记陈安中说，社区计划依托
银杏林、田园风光、民俗文化等资源进一步发展乡村
旅游，“用小树叶鼓起更多百姓的‘钱袋子’。”

百城百县百企调研行

新华社银川 12 月 12 日电
(记者许晋豫)宁夏盐池县位于毛
乌素沙漠南缘，既是革命老区，又
是国家级贫困县。改革开放 40 年
来，从吊庄移民、生态移民，到金
融扶贫，盐池县走过了一条艰难
的扶贫开发之路，尤其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盐池县紧抓政策机遇，
厚植产业根基，巧用金融工具，走
出了一条“产融保”相结合的金融
扶贫新路，成为宁夏首个脱贫摘
帽贫困县。

育好产业的“苗”

两周卖出 45 吨，均价达到每
公斤 90 元，盐池滩羊 10 月份入
驻盒马鲜生之初便“战果”颇丰，
预计年底进驻门店数将达 80 余
家。作为地标性农产品，盐池滩羊
走向全国的背后是当地政府实施
品牌战略、稳定行业发展做出的
诸多努力。

盐池县是“滩羊之乡”，滩羊
产业为当地农民贡献了 50% 以
上的收入。虽然滩羊品质好，但因
产量小、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滩
羊肉价格曾陷入低迷。为跳出普
通市场的“红海”，盐池县决定实
施品牌战略。

“产量低决定了盐池滩羊不
可能拼量，我们要瞄准中高端市
场，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附加
值，最终实现‘盐池滩羊难得一
尝’。”盐池县委书记滑志敏说。

以滩羊肉入选 G20 杭州峰
会食材为契机，2016 年起，盐池
县领导班子趁势到杭州、深圳等
十多个城市举办推介会，依托鑫
海等一批龙头农企，去年盐池滩
羊畅销全国 35 个大中城市，外销
比例由 20% 提高至 30%，品牌价
值达 68 亿元。

产业发展的关键在“稳”。近
两年，盐池县通过滩羊协会和滩羊集团，稳住滩羊
市场及价格。滩羊从补栏到出栏，全县 103 个滩羊
协会都会登记造册，摸清滩羊底数。去年组建的滩
羊集团则着手滩羊收购与销售的统一工作，并发布
市场指导价稳定行业整体利益。

在产业“组合拳”的推动下，盐池滩羊肉售价稳
定上涨，目前达到每公斤 70 元，今年淡季最低价也
达到每公斤 50 元，高于每公斤 34 元的养殖成本。

引来资金的“水”

产业的“苗”要长大，还得引来资金的“水”。盐池
县从互助社开始，培养农民诚信意识，并通过构建
覆盖所有贫困户的评级授信体系，让银行敢放贷、
愿放贷。

盐池县 2006 年开展村级互助资金试点，为社
员提供最高 1 万元的借款。之后的“千村信贷”则将
互助社与农村信用社捆绑，互助社推荐的社员，农
信社最高可给予互助资金 10 倍的贷款，有力地撬
动了发展资金。

有了互助社打下的基础，2015 年起，盐池县探
索建立贫困户诚信度占比 60%、免担保免抵押的评
级授信模式，将贫困户评为四个贷款授信级别，贷
款额度最低 2 万元，最高 10 万元以上，把信用变成
“真金白银”。盐池县扶贫办主任范钧说，目前，盐池
县建档立卡户贷款规模达 8 . 2 亿元，户均贷款 8 . 8
万元，实现了“应贷尽贷”。
资金“活水”持续注入，产业对脱贫带动作用进一

步凸显，截至去年年底，盐池县共减贫 3 .2 万余人，贫
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8145 元，贫困率降至 0 .66%。

织密保险的“网”

贫困地区底子薄，产业抗风险能力弱，而“扶贫
保”则为贫困群众织起一张防范因意外、因灾、因病
致贫返贫的“安全网”。2016 年起，盐池县通过家庭
成员意外伤害险、大病补充医疗险“保人”，特色农业
险“保产业”，借款人意外伤害险“保贷款”，让贫困户
发展产业、银行放贷更有底气。

“风险是均等的，不分贫与富”。盐池县探索“扶
贫保”由特惠向普惠转变，目前实现了大病补充医疗
险、家庭成员意外伤害险农村人口全覆盖，贫困户
保费由扶贫资金兜底，普通户则需自付部分费用。

同时，政府不能永远为“扶贫保”买单。为转变群
众观念，盐池县还逐渐提高特色农业险贫困户自付
比例，目前，除了在保额上略有不同外，贫困户和普
通户参保几无差别。

3 年来，“扶贫保”让贫困群众吃上了“定心丸”。
“出了天灾人祸我们真担不起，以前我们觉得保险是
骗人的，现在，村里普通养殖户都买保险，我还给全
家人都买了商业保险。”赵红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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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12 月 12 日电(记者李伟)初冬时节，
走进鄂西北秦巴山区十堰市茅箭区的南部山区，沿路
十七公里，处处皆景。路旁独具秦巴风格的民宿，让人
犹如走入画中，流连忘返。

“以前吃饱肚子都难，哪有时间出门旅游。现在是
不用出门，家门口就是景区。”营子村村民何琴告诉记
者，自家办起了农家乐，每逢周末，能接待十桌客人，每
桌平均消费 200 元到 300 元，一年下来纯收入 3 万元
不成问题。

营子村第一书记王磊介绍，这里以前是个“小荒
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村里是老弱病残留守群体。在乡
村振兴的战略推进下，村里把乡村旅游与扶贫搬迁、居
民改造、产业发展等结合起来，促进农村文旅景区建设。

走进何琴家中，只见房屋的一层设有餐吧前台，另
有三桌接待包间和改造过的厨房，房间的装修按照秦
巴乡土风格设计。在电力部门的支持下，全村电网完成
改造，每个包间都配有空调等现代化设施，让人既能感

受乡愁，又能享受城市里离不开的舒适。房屋的二层，
则是何琴一家的居住空间。

“现在我们村可是‘网红村’，每逢周末、节假日，来
村里休闲的城里人络绎不绝。”王磊说，客人进村还带
动了猕猴桃、蓝莓、甜柿等生态农业的发展。

王磊说，村里的山水田园、房屋民俗等都成了城里
人相机、手机镜头里的“香饽饽”。游客把在村里休闲看
到的美景拍摄下来，发到网络上后“圈粉”，吸引了更多
的游客慕名而来。

如今，像何琴家一样的农家乐，在当地已有 117
家。为了提高农家乐的经营管理水平，区里还组织相关
培训班，有针对性邀请竹编、酿酒等手工匠人对贫困户
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全区 1000 多户贫困户在民宿、农
家乐等文旅项目发展的带动下，通过售卖农特产品、提
供旅游劳务，实现在家门口脱贫致富。

记者采访时，村民桑长富正在装修房屋。原来，桑
长富看到了发财机会：他准备把房屋装修一新后租出

去，按照当地行情，一年的租金就能赚到 8 万元。
“一些搞文创设计的人，也会想到这里来感受田

园生活，寻找创意灵感。”茅箭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王
涛说，茅箭南部山区已有 32 家民宿，成为带动当地
精准脱贫的有效药方。

茅箭山多地少，资源匮乏，但是区位优势明显，东
依武当山，西通西安，南接神农架，北邻汉江，加上丰富
的生态资源，发展城郊生态旅游是当地搞活城郊农村
发展的重要抓手。茅箭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吕自宏介绍，
当地把南部山区作为一个大的全域景区来打造，推动
点线面结合，形成了“处处皆风景，无处不留客”的全域
旅游大格局。

“茅箭区域旅游的骨架已经形成，我们打出了
‘生态+人文+扶贫’的组合拳，探索出一条城郊旅游
扶贫的新路子。”茅箭区委书记周庆荣说，“如今，南
部山区 70% 的农户吃上了旅游饭，我们正在努力把
绿水青山变成群众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

秦巴山区“小荒村”吃上旅游饭变“网红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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