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1 防止返贫同等重要

省政府副秘书长、
省扶贫移民局局长张谷：

2020年
四川625万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
脱贫攻坚，四川早就定下了目标。张谷表示，

四川将确保完成到2020年全省625万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11501个贫困村全部退出、88贫困县全部
摘帽的底线任务和刚性任务，同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2016年，全省脱贫攻坚首战告捷，但2020年的
目标任务依然艰巨。据张谷介绍，全省还有272万
贫困人口，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全省还
有9064个贫困村、83个贫困县，平均每年贫困县摘
帽接近30个、贫困村退出3000个以上。

其中，藏区彝区是全省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脱
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繁重。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
底，藏区还有32个贫困县、1639个贫困村、贫困人
口21万人。彝区有13个贫困县、1685个贫困村、贫
困人口53万人。

“已经脱贫的，到2020年前还得再次检查。”张
谷说，防止返贫与继续攻坚同等重要，对已脱贫对象
继续给予支持。今年7月底前，将对2014年以来的
脱贫户和退出村核查；2017年至2019年，每年12
月底前核查；2020年6月底前，对全省所有贫困人
口、贫困村和贫困县核查。

焦点2 让学生有学可上

省教育厅厅长朱世宏：

增加学校数量
引导贫困家庭孩子
就读职业学校

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朱世宏说，四川要增
加学校数量让学生有学可上、加强资助让学生能够
上学、提升质量让学生能上好学、落实责任让学生都
去上学，以及做好职教让学生增能增收。

朱世宏举了个例子，华蓥市永兴镇乐山寨4组
的老谢一家，家庭经济很困难，去年两个孩子都考
上了大学，是累计1.2 万元的教育资助金和每人
8000元的助学贷款圆了孩子们的大学梦。朱世宏
说，四川要建立健全涵盖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
覆盖的资助体系，实施学前教育免保教费、义务教
育“三免一补”、高中阶段教育免学费和发放助学
金（民族地区实施十五年免费教育）、高等教育发
放助学金和奖学金，并发挥教育扶贫救助基金的救
助作用，帮助全省53万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顺
利完成学业。

贫困地区最大的问题是教育质量的问题，四川
要重点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实施免费师范生、特岗教
师培养计划，加强教师队伍培训，向18.9万农村教
师发放生活补助、建设周转房，引导优秀教师校长向
农村流动，选派优秀教师到贫困地区支教等。

“引导贫困家庭孩子就读职业学校，让贫困家庭
通过就业增加收入。”朱世宏说，四川将努力推动贫
困地区中职教育发展，实施“9+3”职业教育免费教
育计划，让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初中毕业生，免费到中
职学校接受职业教育。

焦点3 不让“病根”变“穷根”

省卫计委主任沈骥：

针对贫困患者
将实行家庭医生
签约全覆盖

阻断“病根”变“穷根”，健康扶贫正在不断增强
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发布会上，省卫计委主任沈骥印象深刻，就在上
周全国健康扶贫工作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乐山市一
位贫困患者说：“没有健康扶贫，我不可能像今天这
样站着跟大家说话，能抬头看上天。”究其缘由，这名
贫困患者患了“强直性脊柱炎”，造成整个脊柱和双
侧髋关节僵直，患病23年，他的身体完全呈90度弯
曲，不能支撑起来。去年以来，他在乐山市中区人民
医院做了三次免费手术，矫正身体的畸形，最终恢复
健康站起来。

“原来他是劳动力完全丧失，现在恢复了部分劳
动力，这为他未来脱贫致富奠定基础。”沈骥坦言，就
在去年底，四川380万贫困人群中，有184万是患有
各种疾病的贫困群体。

针对此，四川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要贯彻落
实好健康扶贫的各项政策，阻断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沈骥表示，省党代会后，四川的健康扶贫政策得
到进一步强化和完善。

“首先是精准识别。”在贫困人群中要识别出来
与疾病相关的致贫因素，并精准分类。就医疗和医
保扶持而言，针对贫困患者，四川确定了“十免四补
助”医疗政策，开通绿色通道，先诊疗后结算，减免诊
疗费。同时，对贫困人口，实行“两保三救助三基金”
措施，除基本医保外，实现大病保险全覆盖。

未来，每个贫困患者都将有一个签约团队，实行
家庭医生签约全覆盖，安排专家到县到当地就地集
中诊疗重病病人。

焦点4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省人社厅厅长戴允康：

今年要实现
47.9万贫困劳动力

就业脱贫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的晴雨

表。发布会上，省人社厅厅长戴允康表示，总体

上，整个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部分行业企
业生产波动还是比较大，就业的总量矛盾和结
构性失业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重点群体就业稳
中有压。

就关注的重点群体而言，今年，四川省高校毕业
生首次突破40万人，预计达到42.2万人。还有去产
能企业的职工安置，从初步摸底的情况看，今年我省
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任务很重，这个群体今
年涉及14个地区、103个企业、职工3.6万人。最
后，摸排今年计划脱贫的105万贫困人口中的劳动
力底数，其中，贫困劳动力为47.9万人。“要让这个
群体就业，他才能脱贫，甚至他家庭才能脱贫，但是
这部分群体一般年龄比较大、文化程度比较低、就业
技能比较缺乏，就业扶贫难度很大。”

负重仍要前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今后五
年要每年确保新增就业100万以上，实施就业优先
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确保就业工作稳中求
进、稳定大局。

如何促就业？政策而言，目前，省人大常委会正
在研究制定《四川省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这意味着，
作为人力资源大省，四川将促进就业的工作纳入法
制化轨道，将有更加充分的政策和法制保障。

针对重点群体，也将有一系列举措促就业。例
如，对就业扶贫而言，今年着力抓好贫困劳动力就业
培训，跟浙江、广东、福建等省份充分开展劳务合作，
在省内成德绵等发达地区跟三州开展劳务合作。

焦点5 农房建设统一管理

省住建厅总规划师陈涛：

全国范围内
率先让农房建设

有法可依
安居而后乐业，当前，四川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

建设基础条件各不相同，特别是在高寒山区和部分
民族地区，房屋建设成本较高，施工条件复杂。省住
建厅总规划师陈涛告诉记者，从政策机制和技术方
面入手，四川正着力推进农房建设水平提升。

从政策机制上看，今年四川出台《四川省农村住
房建设管理办法》，从规划选址、勘察设计、建设施工
等方面对农村住房建设进行规范，“全国范围内，率
先让农房建设有法可依”。建立农房建设统筹领导
小组，多部门合作，对农房建设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进
行协调。“矛盾得到调解后，工期加快，成本下降，效
率提高。现在这个机制已在省、市、县三级建立，正
在运作。”

另一方面，今年四川省在全国率先将农村住房
建设纳入政府统一管理，目前各乡（镇）政府已初步
建立农村住房安全日常检查制度，并制定农村住房
安全应急预案。6月底前，全省将先期完成2016年
1月至今的新竣工和在建农房安全排查工作。

从技术层面上看，抓农房选址，优先选择靠近水
源、靠近交通通道的安全地方建设，对于能够修交通
通道的，住建部门会同交通部门修一些村道。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还将抓紧对农村工匠的
培训。此前，住建厅组织村镇干部培训，由这些老
师再组织工匠培训。陈涛告诉记者，农村建房跟
城市建房不同，可能没有什么专业施工队，亲帮
亲、邻帮邻的情况更多。“这时候要有‘明白人’掌
握现代技术。去年我们培养了工匠一万多人，今
年上半年已经培训八千余人。他们掌握了熟练的
建房技术，就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同时，提高工效，
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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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秋

凤 杜江茜）四川如何打赢脱贫
攻坚这场硬仗？老百姓将享受
到哪些民生福利？6月14日，
解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系
列发布会第三场在成都举行，本
次主题为“脱贫攻坚和社会民生
事业”。会上，省政府副秘书长、
省扶贫移民局局长张谷，省教育
厅厅长朱世宏，省卫计委主任沈
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
戴允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总
规划师陈涛参与会议，并就热点
问题接受媒体提问。

发布会介绍，过去的五年，
是全省老百姓获得感最强、幸福
指数提升最快的五年。脱贫攻
坚取得阶段性重大成就，去年四
川脱贫攻坚工作被国家列为综
合评价好的8个省份之一。全
省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
750万减少到2016年底的272
万，贫困发生率从 11.5%降至
4.3%。

脱贫的同时，社会民生事业
也在蓬勃发展，老百姓的日子越
过越好。一组数据显示，过去5
年来，个人医疗支出占医疗总费
用的比例下降到30%；全省城
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人数分别达到5233万人、7128
万人；41万农民工回乡创业带
动群众就业增收，每年新增城镇
就业超过100万人……

未来五年，是四川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阶
段。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脱贫攻
坚和社会民生事业是治蜀兴川

“六大重点任务”之一。
“四大片区”特别是藏区彝

区是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抓
好产业就业扶贫，加快易地扶贫
搬迁、农村危房改造进度，落实
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低保兜底
等保障政策，建立稳定脱贫长效
机制。

区域城乡教育协调发展，努
力推动贫困地区中职教育发
展。继续实施“全面改薄”、学前
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民族教育十
年行动计划、彝区教育扶贫提升
工程、“一村一幼”等重大工程。

发展壮大健康服务业，完善
分级诊疗模式，实行医疗医保医
药“三医联动”，建立现代医院管
理制度；探索建立全民体检资助
制度，补好儿科、全科医生、老年
医疗护理等短板，推动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

完善就业保障体系。推行
面向全体劳动者的终身职业培
训制度，确保城镇登记失业率控
制在4.5%以内。建立城乡统一
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
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0%以上，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8%以上。

农民不仅有新房，还能参与
设计新房。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彝家新寨、藏区新居、乌蒙新村
和巴山新居等住房安全工程，发
挥村民自治作用，引导群众参与
农房设计、图纸设计和住房建设
安全监督。

过去的五年，是全省老
百姓获得感最强、幸福指数
提升最快的五年。脱贫攻坚
取得阶段性重大成就，去年
四川脱贫攻坚工作被国家列
为综合评价好的8个省份之
一。全省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2 年 底 的 750 万 减 少 到
2016 年底的 272 万，贫困发
生率从11.5%降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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