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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拉萨 1 0 月 1 3 日
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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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日至 1 3 日在西藏自
治区调研脱贫攻坚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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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定目标、一鼓作气，以“三区
三州”为重点加快攻克深度贫
困堡垒，确保不漏一村、不落
一人，坚决如期全面打赢脱贫
攻坚战。

西藏是集中连片深度贫困
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基础条
件差、脱贫攻坚难度大。胡春
华先后来到那曲市比如县、色
尼区，拉萨市达孜区、城关区，
山南市贡嘎县，深入贫困乡村
看望贫困群众，详细了解“三保
障”和饮水安全情况，实地查看
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等工
作进展。

胡春华指出，脱贫攻坚进
入决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
阶段，必须坚持不懈完成好深
度贫困地区剩余贫困人口的
脱贫任务，确保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要着力补齐贫困
人口“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短
板 ，逐项对账销号。要及时
回头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系
统排查梳理 ，举一反三地扎
实抓好问题整改 ，为如期全
面收官打下坚实基础。要着
力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促进
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和县域经
济发展壮大，扎实做好易地扶
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持续增
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内生动力，切实有效防止
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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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华强调

新华社西宁电(记者薛颖、陈凯、骆晓飞、邹乐)
平均海拔 4058 米，高寒缺氧，发展滞后，脱贫攻坚
“拔穷根”，在这里注定是“硬仗中的硬仗”；三江之
源，生态脆弱，守护“中华水塔”任重道远，因地制宜
“换穷业”，在这里更是巨大挑战。

青海坚持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并重，集中力量
向深度贫困堡垒发起冲锋，截至 2018 年底，青海藏
区 19 个县实现了脱贫摘帽，6 . 8 万户 23 . 9 万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了 4 . 2%。

经历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洗礼，三江源头贫困
群众的生活条件、生产方式一步跨越了千年，一条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脱贫之路越走越宽。

生活之变

聚焦民生，千家万户换新颜
金黄色的黑青稞田和绿茵茵的草场，在澜沧江

源扎阿曲两岸交错分布；一条条通村公路像银色丝
带，从主干县道一直延伸到河谷农田和山间牧
场……

走进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觉拉乡尕少村，
仿佛置身色彩艳丽的油画之中。但以前，村里的群众
虽看得见迷人的风景，却总摆脱不了穷困的生活。

穷在出行难、发展产业难，困在吃水难、用电难。
2015 年精准识别时，全村 251 户中，有 123 户被确
认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以前最怕儿子癫痫病发作。道路坑洼不平，每
次带儿子出山看病，要吃不少苦。”村民索措说，现在
硬化路通到每家每户门口，不仅出去看病方便，打谷
收草也不用人背了；家家户户打机井，再也不用到远
处的河里去挑水，一插电就能喝到甘甜的地下水。

尕少村扶贫第一书记麻成学告诉记者，脱贫攻
坚以来，各级政府部门聚合力量帮扶，基础设施的
“补短板”项目接连不断。近两年，村里水、电、路等
困难一一得到解决。

“日哇达”“日哇达”，记者走访中，村民拉才多连
连复述着这句话。通过翻译，得知意为“有希望”。

希望在，美好生活就不会远！
海南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民间传统工艺类

专业实训室，投影仪上正在播放唐卡绘制教学片。
来自共和县恰卜恰镇东巴乡乙浪堂村 18 岁的万德
扎西，一边观看，一边仔细地为唐卡染色。

“完成这幅作品大概要 40 天，市场价能卖到
5000 元左右。”万德扎西告诉记者，他的学长、学姐
毕业后，有的进了企业，有的自主创业开办了唐卡公
司，每月收入在 4000 元到 7000 元不等。“等我毕业
了，也得凭自己的手艺让家里生活好起来。”他说。

“现在农牧民群众的观念变了，他们选择把孩子
送到学校，而不是早早就去种地、放牛羊。”海南藏族
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党委专职副书记薛大利介绍，
学校 90% 的学生来自农牧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子女 379 人。

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
近年，立足教育、医疗、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织

密“保障网”，青海藏区有 12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享

受了低保兜底，贫困地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
达到 98%，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4 . 2%。祖祖
辈辈靠农牧业生活的村民，享受到现代化发展红利。

“小病扛、大病拖”，这是过去牧区贫困群众的健
康卫生状况。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倒淌河镇哈乙
亥村的日多和拉毛吉老两口就是这样的典型贫困户。

日多患有肠梗阻，拉毛吉患有甲亢、类风湿性关
节炎等疾病，常年卧床不起。家里仅有 15只羊的收
入，不够买药吃。不久前，日多在海南藏族自治州人民
医院做了肠梗阻手术，拉毛吉的慢性病也得到治疗。

“花了近 2 万块钱，自己掏了不到 1000 元。”日
多说，健康扶贫让老两口感觉很有保障。

青海省扶贫开发局局长马丰胜介绍，通过大力
实施基础设施、教育扶贫、医疗保障等十个行业扶贫
专项行动，补齐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短板。近年来，
青海藏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11%，贫
困群众收入增幅高于全省农牧民平均水平，“两不
愁”目标总体实现。

发展之变

精准攻坚破解高原“美丽贫困”
54 岁的代存忠，脸上写满沧桑，但说起话来嗓

门洪亮：“原来穷，为啥呢？因为除了打点零工，没收
入啊！”代存忠是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柯
鲁柯镇安康村的贫困户。

以前的安康村，生活并不安康。代存忠和妻子
在砖厂打工，日子勉强过得去，但 2014 年妻子得了
大病需要照顾，加上两个女儿上学，生活快要过不下
去了。

脱贫攻坚给这家人带来了转机：2017 年，代存
忠利用精准扶贫小额贴息贷款，承包 10 亩地种起了
藜麦，第一年净赚 1 万多元。

“政府给贷款，村里联系藜麦加工企业，既提供
技术又负责收购，只要好好干，还愁不脱贫？”尝到了
甜头的代存忠，如今通过扩大承包土地面积，把自家
藜麦种植面积扩大到了 100 亩。

船的力量在帆上，脱贫的力量在发展思路。
这片令人向往的土地，雪山绵延、冰川纵横，草

原广阔、湖泊密布，但“高颜值”的背后是脱贫攻坚的
无比艰辛。

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劳务输出扶贫、光伏

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一套套“补
齐”“创新”的脱贫组合拳打出，很多“老大难”问题正
逐渐破解。

“青海脱贫攻坚的重点在深度。”马丰胜说，以传
统畜牧业和高寒农业为主的农牧区产业结构，发展
方式粗放、生产效益低下，农牧民增收难是深度贫困
区的“难中之难”。

找到病根，对症下药：按照藏区人均 6400 元标
准，实现 21 . 56 万有意愿有能力的贫困人口产业扶
持资金全覆盖；按照每村 50 万元标准，藏区 658 个
贫困村实现了互助资金全覆盖；投入资金 7 . 15 亿
元，扶持发展村集体经济，实现藏区村级集体经济扶
持项目在 1623 个行政村全覆盖……

贫困堡垒的攻坚之地，产业扶贫“组合拳”虎虎
生风、愈战愈勇，牧区生产方式正发生着革命性
变化。

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宁秀乡拉格日村是纯牧
业村。过去，“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放牧方式导致草
场植被逐年退化，草畜矛盾、牧民群众增收难问题日
益突出。

以草场和牲畜折价入股，拉格日村组建了生态
畜牧业合作社。推广良种繁育，科学高效养殖，给牛
羊佩戴有机耳标，记录牛羊出生信息、疾病史、食用
饲料等关键信息，如今，拉格日合作社实现了养殖环
节的全程可追溯，在青藏高原延续了上千年的一家
一户的放牧方式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泽库县 64 个行政村，已有 36 个复制推行了
‘拉格日模式’。”泽库县县长更智才让介绍，2018
年，全县实现了 3473 户 14032 人脱贫减贫。

生态之变

为世界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
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泉口

镇沈家湾村，记者迎面碰到三位拿着垃圾袋和日记
本的村民。显然，他们刚下山归来。

村民拜占芳告诉记者，她是政府聘任的林业生
态管护员，每天要去村子周边的林地巡查，主要任务
是森林防火、环境保洁、禁伐禁牧等，完成绩效考核
后，每年可获得 1 . 5 万元以上的收入。

打开她的巡护日志，有日期、天气、地区、有无异
常情况等多个项目的详细记录，图文并茂、信息清晰。

“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孩子也在外读书。公公今
年 75 岁，腿脚不便，离不开人照顾。”拜占芳说，国家
的好政策让我在家门口有了稳定收入，再加上家人
努力，全家在 2016 年底已实现脱贫。

青海，是三江之源，有祁连山国家公园和三江源
国家公园；这里是世界四大净土区之一，是我国乃至
亚洲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及生态安全屏障。为保护生
态，青海九成以上的国土面积被列为限制开发区和
禁止开发区。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双赢？

这是一个实现民族地区历史性跨越的系统
工程。

设立农牧民生态管护岗位，在推动生态保护的
同时，让公益岗位日渐成为贫困户稳定脱贫的重要
抓手，进而形成了一条以生态保护助力脱贫攻坚、以
脱贫攻坚促进生态保护的“生态脱贫”之路。

牧民麦措的家原本在治多县索加乡莫曲村。退
牧还草实施后，村里 298 户村民陆续搬到县城居住。
2017 年以来，当地政府对搬迁到县城的牧民进行了
汽车驾驶、汽车维修、民族特色手工艺品制作等技能
培训。现在，麦措除了从事生态管护员工作外，还在
县城一家糌粑加工车间上班。

“虽然丈夫卧病在家，但政府解决了就业，我一
个人也可以维持全家的生活。”麦措说。

回望来路，生态扶贫既扶了贫，也改善了生态。
青海省扶贫开发局统计数据显示，青海累计设置生
态公益性管护岗位 12 . 6 万个，安排贫困户 4 . 99 万
人，户均年增收达 2 . 16 万元。全省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据青海省生态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
年，青海向下游输送水量 820 . 57 亿立方米，三江源
地区的生态向好尤为明显，2014 年至 2018 年草原植
被盖度提高约两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由 4 . 8% 提高
到 7 . 43%，水域占比由 4 . 89% 增加到 5 . 7%。

前瞻未来，生态扶贫培育出的生态旅游产业，已
成为青海藏区的绿色产业、开放支点和富民方向。
截至目前，青海藏区累计投入财政专项扶贫引导资
金 2 . 65 亿元，实施乡村旅游项目 98 个，惠及贫困
农（牧）户 9121 户 3 . 16 万人。

让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价值更大。
青海在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上，仍将不断为世界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中国方案。
（参与记者：黄玥、李超、李亚光、央秀达珍、王金金）

在在 青青 山山 绿绿 水水 间间 跨跨 越越 千千 年年
青青海海探探索索生生态态脱脱贫贫之之路路报报告告

▲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合作社牧民在有机牧场内劳作（2015 年 9 月 14 日摄）。新华社记者吴刚摄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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