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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 6日在京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老挝总理通伦举行会
谈。会谈前李克强为通伦举行欢迎仪式

■李克强6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基里巴斯总统马茂
■栗战书6日在京会见老挝总理通伦
■老挝总理通伦、基里巴斯总统马茂 6日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

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均据新华社）

打赢脱贫攻坚战，前面有很多“拦路
虎”，其中怎样实现稳定脱贫，考验着各
地干部群众的斗争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探索建立稳
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组织消
费扶贫，加大培训力度，促进转移就业，
让贫困群众有稳定的工作岗位。

近年来，各地明确就业扶贫工作方
向、完善就业扶贫工作机制、创新就业扶
贫措施，全力以赴帮助贫困劳动力就业
创业。如今，越来越多的贫困户实现多
渠道多层次多工种就业，脱贫从此有了
“压舱石”和“稳定器”，为全面打赢脱贫
攻坚战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特色产业擦亮就业

“成色”

新年伊始，在广西百色市，漫山遍野
的芒果树已经抽出美丽的花蕊。田东县
林逢镇东养村贫困户班明帅干劲满满，
他一早就来到果园，在合作社技术人员
的指导下，对芒果树进行“摘花”，以延长
芒果上市的时间，卖出更好的价钱。

而就在几年前，班明帅和妻子打零
工、种植甘蔗，收入很不稳定，孩子又要
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度压得两人喘不
过气。在 2015年的精准识别中，他家被
认定为贫困户。

班家有地、有劳力，但缺资金、缺技
术。在帮扶干部帮助下，班明帅加入村
里的芒果种植合作社，并免费获得芒果
苗、农资和技术指导。

2017年第一批芒果树挂果，班家便
一举甩掉了贫困户的“帽子”。2019年，
他家种芒果的收入达 3.5万元，预计今年
收入还会继续增加，致富道路越走越稳。

班明帅在田东县并非个例。通过实
施无公害种植、统一上市品质、推进“互
联网+品牌农业”等一系列措施，田东县
芒果特色产业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目
前全县芒果种植面积超过 33万亩，产值
14.8亿元，1.1万名农人依靠芒果产业告
别贫困，走上致富的道路。

特色农产品能致富；山清水秀、峰峦
秀美，也是致富之源。

在与百色相隔数百公里外的桂北山
区，以往两岸的养殖和生活污水直排漓
江，散乱经营的竹筏服务质量差。为帮
助群众脱贫，当地把旅游资源实行公司
化、规范化运营，也更注重环境治理。旅
游业很快成了带动群众就业的支柱。

“2019年的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巡
赛上，国外车手都对附近的美丽风景线
点赞。”在碧波荡漾的漓江上，桂林市雁
山区草坪回族乡潜经村村民吴秋红一边
划动着竹筏，一边向记者介绍这些年的
可喜变化。

在附近兴建的草坪休闲旅游主题小
镇，房屋修旧如旧，村落整洁有序，绿道
穿梭山水之间，引得游人兴致浓厚。过
去半渔半农地生活着的当地群众，也得
以“寄情山水”。
“很多贫困群众成为旅游公司的员

工，月平均收入 2500 多元，在家门口就
业。”草坪乡副乡长莫锦锋说，旅游业成
了群众生活、致富的“主心骨”。

特色产业兴旺擦亮就业“成色”。特
色蔬果通过电商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
地；特色商品打开致富新路；特色贸易带
来新就业机会……在神州大地上，特色
产业带动贫困户就业，已成为助力精准
脱贫的重要途径。

服务平台铺设就业

“快速路”

姚水兰一家是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路
口镇黄皋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1年前，36
岁的姚水兰还在为生计发愁，“想打工走不
开，只能守在家里照料年迈的老人”。

姚水兰道出了很多贫困户面临的实
际困难：不能出去打工赚钱，就难以改变
现状；而在家门口，又找不到有稳定收入
的工作。

帮扶干部了解到姚水兰的想法后，把
她的信息录入劳务协作脱贫综合信息服务
平台，很快为她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

经过短暂培训后，她加入一家在附
近经营的艾叶种植加工扶贫车间，实现
“家门口”就业。姚水兰的新工作并不复
杂，只需捋平薄纸，将碾碎的艾草铺在纸
上，一卷一舒间，一根艾香就制成了。
“我每天能做 1000 多根，这个工作

不影响农活，有时间就过来做工，拿计件
工资，车间离家很近，还可以照顾老人。”
姚水兰喜上眉梢，以前仅靠农业耕作维
持生活，如今在扶贫车间一个月最多可
拿到3000余元，生活有了盼头和劲头。

为了帮助更多像姚水兰这样的贫困
户实现就业，湖南省建立起劳务协作脱
贫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每月更新各类数
据信息 5万条，平台内有效岗位达 5.4万
个，并创建贫困劳动力劳务协作市场。

平台以省扶贫部门贫困人口建档立卡系
统人员数据库为基础，精准识别，精准定
岗，实现供需对接信息化，用数据清单铺
设了一条贫困劳动力就业“快速路”。

在全国各地，完善就业服务机制、搭
建就业服务平台、创新服务方式成为政
策发力方向，有效鼓起贫困群众的“钱袋
子”。以湖南为例，截至 2019年底，湖南
省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 255.2万人，
其中有就业意愿的 187.4万人，已转移就
业 186.4 万人，占比 99.5%，人均月工资
达 2635元。

特殊群体“上岗”加速

奔小康

作为母亲，周力范从没想过自己的
儿子小雨能烤出喷香可口的面包，当小
雨第一次把面包从烤炉拿出来那一刻，
她几乎忘掉多年的艰辛与苦涩。

小雨今年 23 岁，先天智力发育不
全。为了照顾孩子，周力范无法工作，全
家人依靠低保生活。“也许这辈子都得这
样了。”艰难的时候，周力范总是这么想。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善满家园残障
人综合服务中心的一则讯息，让周力范
燃起了希望。在那里小雨学会了简单的
烘焙技能，不久后也能和其他残障小伙
伴一起协作，在老师的指导下做出美味
可口的糕点。

如今，小雨是善满家园烘焙店的正
式员工，每月有 2000多元的收入。周力
范也从照料小雨的家务中脱身，找到了
新工作，这个家庭已经稳定脱贫。

在善满家园残障人综合服务中心，
像小雨家一样实现稳定脱贫的故事还有
很多。九台区现有残疾人 5.6万，这部分
群体是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为此，
当地探索出集培训、就业、托养为一体的
扶贫模式，让拥有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
贫困人员掌握相应技能并实现就业。

具备了“自我造血”能力，就能稳定
脱贫。近年来，吉林省累计建设残疾人
扶贫就业基地近 200 个。2019 年，累计
培训残疾人就业技能 2.56万人次，带动
7200多名残疾人就业增收。

播撒就业“金种子”，才能加速收获全
面小康。各地各部门将继续做好就业帮
扶工作，持续用力，精准发力，加强兜底保
障，为贫困群众托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记者王

念、黄浩铭、谢樱、段续）

脱贫从此有了“压舱石”
—各地就业脱贫在 行 动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记者朱
基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会同 15
家中央国家机关坚持开门搞整治，第一
时间公布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
题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各整治项目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 7.21万
件。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漠视侵害
群众利益问题 9.80 万起，处理 13.01 万
人，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以本级纪委监委名义公开曝光 87批
359 起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典型案
例。通过集中攻坚，有效解决了一批群
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专项整
治取得阶段性工作成果。

聚焦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推
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全国
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义务教育阶段辍学
学生人数减少 26.7万，新建 46个乡镇卫
生院、1022个村卫生室，为 666个乡镇卫
生院、6892 个村卫生室配备合格医生。
全国新增符合政策参加医保贫困人口
82.4 万人，建档立卡贫困户等 4类重点
对象危房改造任务已开工 132 万户、竣
工 127 万户，解决 65.3 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坚决纠正贫困县
脱贫摘帽后工作松劲懈怠问题，436 个
脱贫摘帽县将返贫人口 542 人、新发生
贫困人口1.84万人纳入帮扶。

聚焦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食品药品
安全等民生领域，解决一批侵害群众利
益问题。查处食品生产经营行政处罚案
件 8.6 万件，查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2.95万起，查处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和违规
销售等问题8287起，销毁问题食品、农产
品和假劣农药兽药 3970吨；侦破食品安
全犯罪案件9775起，捣毁“黑工厂”“黑作
坊”“黑窝点”5669个，打掉犯罪团伙2232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7万人；42.4万所中
小学校和幼儿园落实学校相关负责人陪
餐制。排查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
养膳食补助、寄宿生生活补助截留克扣、
虚报冒领、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243个，涉
及金额3.09亿元，已整改问题224个。将
10种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主要病种纳

入救治管理和保障体系以来，全国已有
2.02万例患儿受益，平均住院费用较以前
下降 5.69%，其中自付费用下降 10.89%。
查处欺诈骗保定点医疗机构 15.4万家，
追回医保基金及违约金 59.7亿元。解决
群众身边的垃圾、扬尘、异味、噪声等环
境问题 8163件，解决污水直排和水体黑
臭问题1534件，解决涉及大气污染、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等问题 4616件，整改毁林
毁草、围湖占湖、矿山开发等生态破坏问
题 1044件，清理整治河湖乱占、乱采、乱
堆、乱建问题1931件。

聚焦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
“微腐败”问题，着力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深化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将贫困老年人、
残疾人、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104.9万户、
175.6万人新纳入低保。整治住房租赁中
介机构乱象，排查住房租赁中介机构10.7
万家，查处违法违规住房租赁中介机构
1.01万家。恢复正常农村供水工程 1628
处，受益群众120.9万人；治理农村电力线
路通道隐患 443.7万处，综合治理低电压
台区 5.6万个，受益群众 2158万户；推进
农村“煤改气”气源保障和天然气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重点工程实施，查摆气源保障
方面问题83个，已解决73个；新解决3218
个行政村 4G网络覆盖问题，新部署 2.25
万个4G基站建设任务；完成农村公路“畅
返不畅”整治里程约 7.8万公里，解决约
1.9万个村庄出行不便问题。

聚焦统计造假问题，推动解决统计
数据失真失实问题。针对企业虚报和瞒
报统计数据，地方政府和部门编造及打
捆上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编造虚假统
计数据并代填代报、指令企业报送虚假
统计数据、参与篡改统计资料等行为，加
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集中查处了一批
统计领域数字造假突出问题，755 名责
任人员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等处理，认定
44 家违法企业为统计严重失信企业并
实施联合惩戒，公开曝光了 8起重大典
型统计造假案件。利用近年来查处的统
计造假典型案件，督促有关地方开展警
示教育，深化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健全
完善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体制机制。

坚持把“当下改”与“长久治”结合起
来，形成一批有效管用的制度成果。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印发《关于加强统计领
域数字造假问题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通
知》。国务院扶贫办出台《东西部扶贫协作
成效评价办法》《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成
效评价办法》，确保帮扶力度不减，提高脱
贫质量。市场监管总局推动出台新修订的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会同教育部建立
“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监管机制；农业
农村部印发《全国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制度实施方案》；公安部健全完善食品及农
产品质量安全行刑衔接机制，行政部门向
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和移交线索占全部案件
线索来源的比例较专项整治前翻了一番。
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整顿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的意
见》。交通运输部推动出台《深化农村公路
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解决“四好农
村路”工作中管好、护好的短板问题。国家
统计局出台《关于省级统计机构统计信息
发布工作的规定（试行）》。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负责人指
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在路上，整
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只有进行
时。纪检监察机关在守护党的初心使
命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在维护
人民群众利益上肩负重要职责和使
命。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将一以贯之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以贯之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一以贯之贯彻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方针要求，坚决整治漠视侵害
群众利益问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负责人强
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将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立足职
能职责，着力发挥监督保障执行和促进
完善发展作用，会同专项整治各参与单
位继续巩固和深化专项整治成果，坚持
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坚决防
范纠正什么，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
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以维护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的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专项整治漠视
侵害群众利益问题阶段性工作成果

2019 年 12 月 10 日，辽宁省阜新市
特色农产品展销会上，一名军官与 3个
贫困村书记一起，展示香葡萄、鸡心果、
红羽土鸡等农产品，吸引了很多客商的
目光。

这名军官来自辽宁省阜新军分区，
他一边向客商推荐农产品，一边向大家
介绍军队参与脱贫攻坚的成果，一上午
的时间乡亲们就与 3家电商平台和 2家
销售商签订了合同。

从 2014年起，该军分区牵头帮带阜
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镇车新村，
探索出“集团化帮扶、合作化发展、企业
化经营、市场化带动”的脱贫路子，仅用3
年时间就使车新村整体脱贫。此后，该
军分区又将这个思路应用到帮扶西大巴
村、二门得力村上，5年时间带动3个贫困
村脱贫致富。
“车新村全村 443户 1583人，建档贫

困户 203户，贫困人口 708人，年人均收
入还不足 3000 元。”该军分区刚与车新
村结对时，大巴镇领导的话句句揪心。
调研中，该军分区领导发现，缺乏特色种

植养殖产业是横亘在群众致富奔小康道
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车新村土壤特别适合葡萄生长。”军

分区请来的农技专家给出了扶贫“金点
子”。在军分区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村
里决定推广冷棚葡萄种植这一投资少、收
益快的致富项目，让贫困户入股合作社，
确保贫困户年年有分红，家家有收益。

本以为项目会受到欢迎，没想到却
被村民泼了“冷水”：不懂技术，不敢建
棚；没有销路，卖不出去咋办？军分区扶
贫工作队从转变村民观念入手，挨家挨
户宣讲党的富民政策，讲解产业项目的
前景。2014 年 7月，军分区组织部分村
民到辽宁省灯塔市一家冷棚葡萄种植大
户考察，正巧赶上客商上门收购，平均亩
产 4000 斤，一斤收购价 10.5 元，毛收入
达 4.5万元，去掉建棚成本还能收入 3万
元。看到这一幕，村民们动心了。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车新村集体负
债较多，大部分村民拖欠银行贷款，仅有8
户能过信用关。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军
分区领导带领市扶贫办的同志来了，决定

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引进民营企业帮助
合作社垫付资金，再加上政府提供的相关
补助，当年军分区帮建的300亩冷棚葡萄
产业园区顺利建成。第二年，葡萄喜获丰
收，更多村民加入进来。如今，车新村的
葡萄种植面积已超过 2000亩，成为远近
闻名的冷棚葡萄生产基地。

车新村脱贫了，军分区官兵的扶贫
攻坚战还在继续。阜新市委、市政府看
重这支攻坚力量，车新村这边还未脱钩，
又把西大巴村、二门得力村的帮扶任务
交给他们。西大巴村的土壤也适合种植
葡萄，于是军分区扶贫工作队让车新村
与其结成对子，从种植到扣棚，从管理到
销售，悉心传授经验。有了车新村的帮
助，西大巴村群众顺利实现脱贫。

二门得力村坐落在山沟里，土地资
源匮乏，军分区扶贫工作队听取专家意
见后，决定带领村民发展特色养殖业。
如今，二门得力生态养殖合作社搭上军
分区的扶贫“快车”，村民日子越过越好。

为更好地助力扶贫，军分区注重抓
好村民的专项技能培训，借助冷棚建设
培养出近百名技术娴熟的“产业工人”，
同时邀请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50多名，先
后开展 6期培训，使每个贫困家庭至少
有1人掌握 1至 2门实用技术。

葡 萄 熟 了 日 子 甜
—辽宁省阜新军分区以产业为牵引助力贫困村脱贫致富

■鲍明建 本报记者 安普忠 中国国防报记者 乔振友

本报讯 张兆、李国臣报道：“官兵
的成长进步，取得的荣誉成绩，凝结着亲
属的大力支持和默默奉献，要让他们共
享荣光。”2019年岁末，第 82集团军某旅
遴选出 81名被评为“标兵参谋”“标兵连
主官”和“标兵班长”的优秀官兵，以及在
比武考核、阅兵执勤、战备训练等任务中
表现突出的先进个人和新训标兵，邀请
他们的亲属来队参加“看英雄儿女、看美

丽北京”活动。
据了解，“看英雄儿女、看美丽北

京”活动，是该旅与共青团北京市委共
同发起的军民共建活动，自 2011 年启
动以来已连续举办 8届，惠及 1700余名
官兵及亲属。2019年，该旅再次与共青
团北京市委、北京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合
作，参加活动的官兵及亲属逾 240 人。
他们通过参观天安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旅史馆
等，切身感受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军人的
使命担当。

官兵建功军营，亲属共享荣光。
该旅战士彭飞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仪式，他的母亲
李瑞萍在参加活动时感慨地说：“希望
孩子永葆受阅姿态，做党和人民信赖
的子弟兵。”

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看英雄儿女、看美丽北京”活动

官兵建功军营 亲属共享荣光

本报讯 广东省军区正军职离休干
部、原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顾问贾鸿钧
同志，因病于 2019年 11月 3日在广州逝
世，享年100岁。

贾鸿钧同志系江苏句容人，1919年
2 月出生，1939 年 3 月参加革命工作，
1939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 5
月入伍。历任空军第十航空学校政委，
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福州军区
空军后勤部政委等职。

贾鸿钧同志逝世
本报讯 上海警备区技术 1 级退

休干部、原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工
程学院重点实验室教授沈振康同志，因
病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在上海逝世，享
年 83岁。

沈振康同志系上海市人，1936 年 5
月出生，1955 年 10 月入伍，1975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学员、助教、
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
师等职。

沈振康同志逝世
本报讯 北京卫戍区正军职退休干

部、原总参谋部陆航局局长王守仁同志，
因病于 2019年 11月 4日在北京逝世，享
年85岁。

王守仁同志系山东掖县人，1934年
9 月出生，1950 年 11 月入伍，1956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参谋、副科
长、秘书、总参谋部作战部边防处处长，
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陆军航空兵局
局长等职。

王守仁同志逝世

1月6日，第三届乌兰布统（坝上）草原马文化摄影节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草原开幕，骑马拾哈达、骑马表演、

套马表演等具有民族风情的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赏、拍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