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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二厚、谭飞、姜伟超、刘红霞

这是令世界惊叹的伟大成就———
1650万、1232万、1442万、1240万、

1289万、1386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六年，中国交出累计减贫 8239万人、累
计减贫幅度 83.2%的历史性答卷。

这是摆脱绝对贫困最难啃的硬骨
头———

“三区三州”仍有 172 万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占全国现有贫困人口的
12 . 5%，贫困发生率 8 . 2%，贫困程度
深、基础条件差、致贫原因复杂，可谓
“最后的贫困堡垒”。

“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
段，我们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
获全胜决不收兵。”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跨省区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发出决胜脱贫攻坚冲锋令。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时
期，新华社记者深入甘肃甘南藏族自
治州和临夏回族自治州采访调研，感
受深贫区脱贫攻坚的成就、干劲和信
心，探寻脱贫攻坚战的决胜密码。

奇迹，在陇原大地书写

从前，马五德有三怕：一怕羊长得
大、二怕庄稼成熟、三怕生病。现在，他
不怕了。

65 岁的马五德，家住甘肃临夏回
族自治州临夏县掌子沟乡白土窑村。以
前住的地方，方圆一公里就他一户人
家。

没有路，在家门口看得见县城里
的高楼，却经常因为雨雪十天半月下
不了山。养的羊要想卖出去，就要背下
山，收庄稼也全靠背，生了病能不能来
得及送到医院主要看运气。

“去年搬到这个新村，没花一分
钱。”马老汉向记者伸出一只手，摇了
摇，眯着眼，“五间房，宽敞着呢！”

50 公里以外，甘南藏族自治州夏
河县曲奥乡太阳沟村，藏族青年才多
忙着接待一拨又一拨外地游客。半天
下来，笑容就没从黝黑的脸上收起过。

以往，跟甘南许多牧民一样，才多
拿着鞭子“赶日子”，总也脱不了贫。2015
年，甘南开始发展旅游扶贫。越来越多
的牧民放下鞭子，干起农家乐、藏家乐、
牧家乐，从“卖牛羊”转到“卖山水”。

仅仅两年，太阳沟整村脱贫。绿水
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

临夏州和甘南州，同属“三区三
州”深度贫困地区。马五德和才多，只
是甘肃深贫区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

截至 2018 年底，临夏州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由 2013 年底的 56 . 32 万减
少到 16 . 38 万，贫困发生率由 32 . 5%
下降到 8 .97% ，下降 23 .53 个百分点。

同期，甘南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由 2012 年初的 28 . 39 万减少到 2 . 16
万，贫困发生率从 5 1 . 3 % 下降到
3 . 89% ，下降 47 . 41 个百分点。

数字背后，是贫困群众生活的巨

大变迁。一座座扶贫车间如雨后春
笋从山沟里拔地而起；一个个易地
扶贫搬迁点斩断群众的穷根；昔日
的“穷山恶水”变成绿水青山，再变
成金山银山……

脱贫攻坚带来的，不仅是这些
有形的巨变，还有意义更深远的变
革。

这是更加求真务实的作风———
在临夏州的白土窑村，记者见

到被当地村民亲切称作“小胖书记”
的陈登。小伙儿在村里当“第一书
记”已经两年。

在联系贫困群众的微信群里，
他总是用语音不厌其烦地发布信
息。“我联系的贫困户很多是留守老
人，打字未必看得清看得懂，让他们
多听几遍，就不会误事。”

这样的细致，是许多深贫区干
部的习惯作风。他们长年扎在高原
大山和少数民族群众中间，山大沟
深不漏一户家庭，山高路远不漏一
顶帐篷，为脱贫攻坚奠定坚实基础。

这是认识不断深化的发展理
念———

行走在甘南大地，车窗外，近处
水草丰茂、牛羊成群;远处蓝天白云、
景致盎然。令人印象格外深刻的是
甘南城市农村、大街小巷、房前屋后、
室内室外，干净得让人难以置信。

“摆脱贫困，不能只是盖个新房
子，生活方式、生活状态、生活观念
依然一片狼藉，这可不行！”甘南州
委书记俞成辉说，我们要做的，是以
摆脱贫困为切入点，不断激发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主动不懈追求。

指着穿村而过的一条清澈小河，
曲奥乡党委书记罗小龙告诉记者，这
以前就是条“垃圾河”，脱贫攻坚战以
来，老百姓越来越懂得要像爱护眼睛
一样爱护生态环境。“现在大伙儿搞
农家乐、藏家乐、牧家乐，家家户户比
的是谁家院落更整洁干净。”

奇迹般的巨变，在陇原大地上
铺展。

力量，在攻坚中升腾

在低矮逼仄土房里过活了小
半辈子的王哈力麦从来不敢想，自
己能住进敞亮舒适，还带电梯的楼
房。她更没想到的是，下楼拐个弯，
走几分钟路，就到了自己打工的扶
贫车间。

42 岁的王哈力麦家在临夏州
东乡族自治县。东乡县，是临夏乃至
甘肃省脱贫攻坚战中“最难啃的硬
骨头”。

家门口的扶贫车间，让八千多
名跟王哈力麦一样的妇女“走出家
门”，拿到人生第一份工资、凭自己
双手打了一个摆脱贫困的翻身仗。

合理选择搬迁安置点，做好产
业对接，是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脱
贫的重要前提。

站在自家崭新的小洋楼前，看

着熙熙攘攘的游客，甘南州临潭县
八角镇庙花山村村民杨尕兰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微笑。

“以前我们住在山上，山下的好
日子看得见摸不着，一年忙到头全
家也就挣三四千元。”杨尕兰说，从
山旮旯里搬出来住进了小洋楼，好
日子开始了。

去年，杨尕兰家办起农家乐，一
年就收入 10 万多元。

近年来，甘南州始终坚持把易
地扶贫搬迁作为全州“拔穷根”的头
号工程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治本
之策。建档立卡贫困户若要搬迁建
房，自筹资金控制在人均 2500 元以
内，确保搬迁户不因建房而致贫。

2016 年到目前，临夏州和甘南
州搬迁 9000 余户，6 万多人，搬迁
区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全覆盖。
甘肃省 2016 年到现在，搬迁规模达
48 . 73 万人。

别了，那个穷窝窝！
人均受教育程度低，是“三区三

州”地区脱贫攻坚的“绊脚石”。教育
扶贫事关同步小康和长远发展。

辍学学生马文杰做梦也想不
到，为劝返自己归校，县里动用了 6
个部门的力量。

14 岁的马文杰家在临夏州东
乡县，从去年开始辍学，在兰州一家
面馆打工。今年 7 月份，临夏州一位
干部在这家面馆吃饭，发现了东乡
口音的马文杰，这位干部立即打电
话告知东乡县政府。

因面馆老板和马文杰不配合，
姓名及其他具体信息皆无，东乡县
两位县领导带领县教育、人社、市场
管理等部门和乡镇政府、学区负责
人组成劝返组，十余人连续工作 8
天，行驶路程近一千公里。

马文杰，终于放下抹布，重新回
到教室，拿起书本。

这，只是“三区三州”甘肃深贫
区教育扶贫的一个普通案例。截至
今年 7 月 30 日，临夏州已劝返学生
15155 人。甘南州 5624 名失辍学学
生于 2018 年 10 月全部劝返复学。

为了从根本上切断贫困的代际
传递，甘肃省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制
定了全面的教育专项政策，从学前

教育到高中教育包括中等职业教育
全免费，大学和高等职业教育阶段
也实施了多项资助保障，确保“考得
进，上得起”，不让一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学生因贫失学。

截至 2018 年底，全省义务教育
巩固率达 96%。

从 2012 年以来，甘肃增加了精
准扶贫专项、革命老区专项、民族专
项等面向不同类型考生的专项计
划，加大招生扶持力度。截至 2019
年高考录取结束，甘肃省共录取农
村、贫困、革命老区、少数民族等地
区的本科层次考生 61980 人。

希望的力量，在陇原大地不断
生长。

信心，在决战决胜的

冲刺中更加坚定

“紧！时间太紧了！”从临夏州扶
贫办主任位置上“空降”东乡三个月
不到，县委书记马秀兰步子迈得急，
话也讲得急。

按计划，东乡将在明年最后一
批脱贫摘帽，算起来有 400 多天。可
她不这么想。

“过了 11 月 15 日，我们这里就
基本施不了工。”她掰着手指头说，
再加上雨季，以一个月算，前前后后
加起来，有效脱贫工作时间只有
200 来天。

“东乡人盼雨又怕雨，一下雨，
就有大大小小的地质灾害，可能一
下就返贫了。”半个月没见着两岁半
儿子的马秀兰说，“现在恨不得一天
24 小时掰成 48 小时来干，一点都
耽误不得、耽误不起，必须打起精
神，全力以赴！”

越是时间紧、任务重，越是要干
劲足、作风实。

甘肃省贫困人口从 2016 年底
的 256 万人减少到 2018 年底的 111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12 .97% 下降到
5 . 6%。“三区三州”的甘南州和临夏
州脱贫压力和防返贫压力仍然存
在，构建扶贫长效机制尤为重要。

此外，甘肃地处西北，既有地理
面貌多姿多彩的一面，更有生态环境
十分脆弱的一面。如何在脱贫攻坚中

更好保护绿水青山，也是甘肃当前以
及未来需要长期下功夫的大课题。

在甘南州，单一的农牧业脱贫
让生态环境不堪重负，难以为继。
2016 年以来，甘南在全州推行“环
境革命”，通过治脏、治乱、治陋，改
变全州的生态面貌，“擦亮”旅游资
源，为产业转型奠定了基础 。仅
2018 年，甘南州乡村旅游游客就突
破 360 万人次，进账 4 . 3 亿元。

政府顺势而为，从去年开始，甘
肃省省级财政每年安排 1 亿元，在
贫困地区扶持 500 个村发展乡村旅
游，创建 206 个旅游示范村，新建 1
万户标准农家乐。力争到 2020 年，
通过发展旅游带动脱贫的人数占总
脱贫人数 20% 以上。

生态蜕变，黄土地不再生长贫
穷。

事实证明，生态之路，不仅是扶
贫之路，更是发展之路。

初秋时节，地处太子山脚下的
临夏县大滩村、卡家滩村交界地带
的农田里，随处可见村民们忙碌的
身影。

侯喜昌是大滩村农民产业扶持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在收完第一茬
种植的豆苗、荷兰豆、西兰花、长寿
仁豌豆等高经济价值蔬菜后，眼下
他正带领村民在流转的 320 多亩土
地里覆膜，准备播种第二茬“庄稼”。

成立于 2018 年底的大滩村产
业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
入股、资金入股”的方式，引导 260
户村民发展高原夏菜产业，种植的
蔬菜统一销往广州等地，亩均产值
在 5000 元以上，吸纳的 150 名土地
流转户和建档立卡户人均月工资收
入都在 2000 元以上，很多妇女通过
在家门口务工实现脱贫致富。

“现在我们脱贫的路子越来越清
晰，只要我们瞄准市场苦干，就一定
能脱贫，也一定能致富。”侯喜昌说。

越是决胜关键时期，越要靶心
不偏、焦点不散、标准不变。

凝聚起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和
力量，坚定信心，勠力冲刺，我们一
定能够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参
与记者张文静、张智敏、文静)

新华社兰州 9 月 1 日电

以冲刺的状态跑出决胜的姿态
“三区三州”甘肃深贫区脱贫攻坚报告

开栏的话：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是我们党作出的庄严承诺。当前脱贫攻坚战进入
决战决胜关键阶段，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甘肃的临夏州、四
川的凉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等“三区三州”更是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新
华社近期组织三路小分队奔赴“三区三州”，开展行进式融媒体采访报道，
从即日起开设《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栏目，展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决战深度贫困的伟大成就，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营造良好氛围。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决 胜 之 战
新华社评论员

产业扶贫助力新疆南疆四地州贫
困户增收；甘肃东乡为易地搬迁群众
在家门口建“微工厂”；央企扶贫基金
第三期募资超过 160 亿元，将主要投
向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特别是“三
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距离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越来越近，各地
各部门聚焦难点持续发力，脱贫攻坚
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

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
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是我们党作
出的庄严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
有的力度推进扶贫脱贫工作，贫困
人口从 2012 年底的 9899 万人降至
2018 年底的 1660 万人，取得辉煌成
就。目前，“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
仍有 172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全
国现有贫困人口的 12 . 5% 。行百里
者半九十，脱贫攻坚越往后越难。面
对脱贫成本极高、难度极大的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任务，唯有坚持靶心
不偏、焦点不散、标准不变，方能决战
决胜，赢得脱贫攻坚“关键之役”。

打赢脱贫攻坚决胜之战，必须严
格质量标准，聚焦突出问题。脱贫既
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既不降低标

准，也不吊高胃口。要严把贫困退出
关，严格执行退出标准和程序，保证
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确保脱真
贫、真脱贫。总的看，现在“两不愁”基
本解决，“三保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
节。要摸清底数，聚焦突出问题发力，
明确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加大工
作力度，拿出过硬举措和办法，确保
如期攻克艰中之艰、难中之难。

打赢脱贫攻坚决胜之战，仍需
下足绣花功夫，做好精准文章。所谓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脱贫攻坚推进
到现在，大水漫灌的方式很难奏效，
必须采取更精准的措施，把精准的
文章做深做足。“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是一整套措施，要深刻把握和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
精准”核心要义、“五个一批”具体要
求，根据致贫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
方案，对不同原因不同类型的贫困
采取不同措施，因人因户因村施策，
找准症结把准脉，开对药方拔“穷
根”，真正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打赢脱贫攻坚决胜之战，还要
发扬实干作风，激发内生动力。打攻
坚战，作风要硬，干劲得足。要拿出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弘扬钉
钉子精神，以科学态度真抓实干，把
责任压实、把任务落实、把督查做
实，防止出现“数字脱贫”“突击脱

贫”。脱贫不是等来的、要来的，而是
齐心协力干出来的。要坚持群众主
体，激发内生动力，改进帮扶方式，
多采取以工代赈、生产奖补、劳务补
助等方式，把扶贫和扶志、扶智结合
起来，变输血为造血，实现可持续稳
固脱贫，带领贫困群众走上脱贫致
富的小康路。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让我们一鼓作
气、再接再厉，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的信念决胜脱贫攻坚，攻克最后的贫
困堡垒，交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优
异答卷。 新华社北京 9 月 1 日电

新华社成都 9 月 1
日电全国产业扶贫工
作推进会 1 日在四川
省广元市召开。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
长胡春华出席会议并
讲话。他强调，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
述，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大力促进
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发
展壮大，为贫困群众稳
定脱贫和逐步致富提
供坚实支撑。

胡春华指出，产业
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
之策。贫困地区扶贫产
业发展取得积极进展，
但总体上还处在探索起
步阶段，必须采取更加
有力的推进措施。要大
力培育特色优质高效乡
村产业，因地制宜发展
现代种养业，围绕最终
消费需求发展农产品加
工流通业，依托乡村资
源发展新产业。要加快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大
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
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主要
节点统筹优化产业布
局，健全流通体系。

胡春华强调，要加
大对贫困地区发展扶贫
产业的帮扶力度，把产
业帮扶作为东西部扶贫
协作和对口支援的实施
重点，强化省域内产业
协作和对口帮扶，按照
市场规律构建企业长期
参与机制。要完善支持
政策，优化贫困地区营
商环境，改善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条件，加强贫
困县劳动力培训。要着
力提升产业扶贫带贫效
果，充分调动贫困户加
入产业扶贫项目，完善
企业和贫困户之间的利
益联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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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 8 月 28 日，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掌子沟乡白土窑村易地搬迁安置点，白
土窑村“第一书记”陈登(左)与村民交流。 新华社记者陈君清摄

▲▲扫描二维
码，浏览新华社全
媒体报道，走进甘
肃甘南藏族自治
州和临夏回族自
治州，探寻脱贫攻
坚战的决胜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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