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7日，四川召开全省扶贫
开发工作会议，全面总结2019年脱
贫攻坚工作，安排部署2020年重点
任务。

来自四川21个市（州）政府扶贫
部门的相关负责人，161个有脱贫攻
坚任务的县（市、区）扶贫部门主要
负责人齐聚成都，“备战”2020年的
脱贫攻坚战。

2020年1月18日 星期六 编辑张海 版式宜文 05要闻

5-9 C
阴天有零星小雨
偏北风1- 2级

4-12 C
多云间阴

偏北风1- 2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中国体育彩票1月17日开奖结果
体彩

18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1—101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大部为
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成都（14时）
AQI指数 9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攀枝花、巴中
良：内江、宜宾、自贡、泸州、广安、达
州、雅安、广元、资阳、乐山、眉山、遂
宁、德阳、绵阳、南充

17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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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星彩第 20007 期全国销售
16502670 元 。 开 奖 号 码 ：
9431840，一等奖0注；二等奖7注，
单注奖金65245元；三等奖186注，
单注奖金 1800 元。22124311.42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 3第 20017 期全国销售
19756658元。开奖号码：728。直
选全国中奖5444（四川318）注，单
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6 全国中奖
13236（四川891）注，单注奖金173
元。23610192.59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排列 5第 20017 期全国销售
13458762元。开奖号码：72848。一
等奖 39 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
399556951.2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
年3月17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
的结果为准。

成绩亮眼
全面完成50万贫困人口脱贫

2019年初，我省提出实现50万贫
困人口脱贫、1482 个贫困村退出、31
个贫困县摘帽，藏区贫困县全部摘帽
的目标。

记者从会上获悉，时至岁尾，目标
兑现。

其中针对深度贫困地区，2019年我
省累计减贫18.7万人、635个贫困村退
出，藏区贫困县全部摘帽、凉山州彝区4
个贫困县摘帽。这是全省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标志性胜仗。

2019 年是我省脱贫攻坚启动以
来任务最繁重的一年，31个贫困县的
摘帽目标，为历年最多。取得亮眼的
成绩非一朝一夕之功，2019年的成绩
建立在前几年的成果上。一组数据可
以说明：

2013年底，我省有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625万人、贫困村11501个、贫困
县 88 个 ，贫 困 发 生 率 9.6% 。 截 至
2019 年底，这个数字锐减，全省实际
减贫 614.7 万人、退出贫困村 11201
个、81 个县摘帽(含 2019 年达到退出
指标达到验收标准)，贫困发生率降至
0.3%。2016-2018年，在国家对省级
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
中，我省连续三年被列为综合评价好
的省份之一。

“弹药”充足
千亿扶贫资金持续注入

这不是四川独自在“战斗”。2019
年，我省脱贫攻坚战得到了各方支援。

2019年，浙、粤两个“兄弟省”帮扶
我省力度持续加大，到位29.45亿元财
政性帮扶资金、实施992个项目。两省

的275户企业到四川贫困地区投资兴
业助贫。此外，广东还开办东西部扶贫
协作产品交易市场，浙川举办“四川扶
贫”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助推四川贫困
地区农产品卖向全国……

不仅有“友情支持”，我省扶贫“弹
药”也很充足：2019年，扶贫资金投入
持续加大。19个年度扶贫专项共投入
各类资金1501亿元。目前，全省161
个县入库 2019 年度扶贫项目 10.9 万
个、资金总量 936 亿元，实施项目 9.3
万个；累计入库项目27.3万个、资金总
量2716亿元。

为了加强资金监管，四川委托第三
方专业机构对资金量较大的19个县开
展了绩效评价和专项检查，提高了资金
项目绩效。

挂牌督战
“尖刀小组”保持“战备”状态

记者在现场获悉，今年四川省、市
两级要对贫困人口超过4万人的非贫
困县开展挂牌督战。其中，省级层面
主要组织对凉山州未摘帽的7个深度
贫困县、未退出的 300 个贫困村进行
挂牌督战。

督什么？“督”就是要突出重点，
主要督“两不愁三保障”达标情况、

“三精准”开展情况、“三落实”执行情
况、“四不摘”贯彻情况、大排查问题
整改情况、边缘户帮助情况等。怎么
战？“战”就是要联合作战、蹲点参战、
巡回督战，明确省市县乡村各级各部
门的攻坚责任。

具体讲就是：7名省级领导分别联
系指导凉山 7 个今年计划摘帽县，挂

牌督战到县到乡；“两不愁三保障”省
级行业主管部门选派骨干力量，组成
业务指导组，按需挂牌、随时随地巡回
指导；省扶贫开发局局领导带队、抽派
业务骨干组成 7 个现场工作组，分县
挂牌督战到村；选定其他市 7 个成效
考核好的县组建帮扶组，作为“尖刀小
组”保持“战备”状态。

防止返贫
继续加大产业扶贫力度

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是2020
年脱贫攻坚的重头戏。

“对 2020 年来讲，脱贫攻坚任
务，不仅仅是完成当年的脱贫摘帽计
划，还要确保所有脱贫摘帽对象稳定
脱贫。”省扶贫开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脱贫攻坚政策支持力度和工作力
度只能加强、不能减弱。

扶上马，再送一程。会议提出，帮
助贫困群众稳定增收是解决贫困问题
的根本之策。要继续加大产业扶贫力
度，推动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
产业，用好推好“四川扶贫”公益品牌，
推进消费扶贫再上新台阶。据悉，目
前“四川扶贫”公益品牌的用标企业达
1885户，用标产品4267个。

此外，全省还有脱贫监测户 8.2
万人，边缘户 14.6 万人。2020 年，我
省各地要着手建立健全返贫监测预
警和动态帮扶机制，通过农户申请、
乡村核实和部门大数据分析预警等
方式，对脱贫人口、贫困人口、边缘人
口进行监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刘秋凤

我省今年对凉山7县
脱贫攻坚挂牌督战

1月17日，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

1 月 17 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
获悉，近日我省召开2019年蓝天保卫
战秋冬季大气暗查工作总结会。会议
通报称，本次大气暗查工作推动了我
省空气环境质量改善，经初步测算，
2019 年全省优良天数率为 89.1%，同
比增加0.7个百分点。

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赵乐晨表示，
此次暗查用好了先进科技手段，展现了新
时代生态环保铁军的风采，特别是在重污
染天气应急期间，暗查组齐心协力，全力
攻坚，推动了空气环境质量改善。

通报显示，2019年全省未达标城
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38.6微
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0.8%，全省优

良天数率为89.1%、同比增加0.7个百
分点，新增遂宁、雅安、资阳、广安、内
江5市达标，实现了“一降一升五进”。

一批环境问题得到及时解决。我
省“散乱污”企业集群淘汰及整治、工
地扬尘管控等“老大难”问题得到有效
解决，砂石、砖瓦、商砼等重点行业领
域的大气环境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燃
煤小锅炉淘汰、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
理工作得到有序推进，露天焚烧现象
得到明显遏制。

此外，各暗查组成员在实战中练
兵，进一步拓展了视野、巩固了法治意
识、强化了证据意识、规范了执法行
为，全方位提升了执法能力和素养。

大家通过“晒技术、晒拼劲、晒作风、晒
经验”，展现了生态环境铁军精神。

赵乐晨表示，2020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胜之
年、是“十四五”顺利起航的奠基之年，
要持续实施重点区域秋冬季攻坚行
动，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据记者了解，此次暗查从我省15
个市（州）抽调52名业务骨干，省环境
监察执法局派出 30 余人次担任暗查
组联络员和包片领导，共组成10个现
场暗查组和1个综合协调组。暗查期
间，共计出动 1700 余人次，出动车辆
600余台次。 据川报观察

2019年四川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率89.1%
同比增加0.7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