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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 7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6 月底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出列

贫困患者县域内就诊率达 91.64%
5 月 20 日至 21 日，楚雄州委宣传部、楚
雄州扶贫办举办楚雄州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系列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
悉，楚雄州 7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整
州脱贫的目标将如期实现。目前，楚雄
州还有 2903 户 8331 人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预计在今年 6 月底之前全部达到
脱贫出列的标准。

就医

截至 2019 年底
实现净脱贫 32 万多人
贫困人口减少 97.5%
截至 2019 年底，楚雄州有建档立卡

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资助全覆盖

贫困人口 88733 户 333825 人，其中
净脱贫 85830 户 325494 人，贫困人
口减少 97.5% ；有贫困村 644 个，其中
已出列 643 个，贫困村减少 99.84% ；
贫困乡镇 25 个已全部退出。2017 年，牟
定县、姚安县脱贫摘帽，2018 年，双柏县、
南华县、大姚县、永仁县脱贫摘帽。

2015 年以来，楚雄州共投入县乡村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等健康
扶贫资金 23.89 亿元。7 个贫困县县级医院、25 个贫困乡镇卫生院、644
个贫困村卫生室建设全面达标。
楚雄州卫健委副主任李静媛介绍，在改善硬件条件的同时，还对各
级医疗卫生机构医生的医疗服务水平进行了全面提升，使贫困患者县域
内就诊率提高到 91.64%。
楚雄州还对常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提供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其中患有
4种慢性疾病的建档立卡贫困患者做到
“应签尽签”
，
履约服务率达97.94%。
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全覆盖，贫困患者
政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 91.18%，个人年度累计支付的医疗
费用控制在我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内。

教育

为了不让贫困学生失学，楚雄州组织了全州 2.27 万教职工对建档立
卡家庭困难学生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凡是建档立卡贫困学生，100%
享受国家以及省、州各级相应的学生资助政策。同时，还专门就学前和
高中阶段的学生资助出台政策措施。
“2015 年以来，楚雄州共投入教育扶贫资金 48.4 亿元，10 县市于
2018 年全面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楚雄州教育体育局副
局长毛发金说，2019 年全州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8.20%，建立了从学
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学段贫困学生资助体系，
资助实现全覆盖。

“楚雄州贫困发生率已经从 2014 年的

12.25%下降到 2019 年底的 0.46%。”
楚雄州扶贫办主任罗文慧说，今年 5 月 16
日，
省政府批准楚雄州武定县脱贫摘帽后，

6 月底前实现全州农村危房全部清零

楚雄州 7 个贫困县实现全部脱贫摘帽。

目前，楚雄州还有 2903 户 8331

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 个贫困村尚未脱
贫出列。罗文慧介绍，楚雄州计划今年 6
月底之前，所有未脱贫人口全部达到“两
不愁三保障”
的标准，实现脱贫出列。

房屋

住房保障方面，楚雄州组建了 150 人技术专家组，负责指导危房安
全等级认定和改造工作。同时，组织 6000 多人次驻村扶贫工作队、农村
建筑工匠、监理人员、村委会干部等进行业务培训，充实危房认定队伍，
按照危房认定标准科学认定危房，
确保危房认定精准。
楚雄州住建局副局长范云峰介绍，目前，楚雄州正在对 72 户 4 类重
点对象和 48 户非 4 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进行改造，6 月底以前实现全州
农村危房全部清零。
本报记者 孙琴霞

龙陵副县长化身主播带货
两个小时卖了 16 万余元
5 月 20 日，由中国农业直播大联盟助
农百县行“县长走田间”举办的直播（云南
龙陵站）活动在龙陵县城东坡森林公园正
式启动。下午 3 点至 5 点，龙陵县委常委、
副县长徐颖峰化身主播上阵代言，助力
“中
国松山·宝地龙陵”
的地方特色文化和紫皮
石斛、野生蜂蜜等生态好货走出大山。
山多、树多、雨多的龙陵为石斛生长、
野生蜂蜜繁育创造了
“天然居室”
。经过多
年的发展，龙陵县先后荣获
“中国紫皮石斛
之乡”
“ 中国滋养文化示范基地”
“ 云药之
乡”
等荣誉称号。
直播中，徐颖峰生动地推介了紫皮石
斛、野生蜂蜜和龙陵的抗战文化、黄龙玉文
化、温泉养生文化等。还和工作人员一起
制作、品尝了石斛和蜂蜜等美食，让网友隔
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美食的诱惑。期间，徐
颖峰还带领网友们参观了龙陵仿野生石斛
的生长环境，进行抽奖互动，为幸运观众免
费赠送龙陵县的优质产品。
当天，龙陵的各类特色产品、美食制
作、抽奖活动等嗨爆了直播间，总围观人数
高达 515557 人次，网友热烈回应，纷纷点
赞和购买龙陵生态好货。不仅助力龙陵的

李青艳

带动农民转移就业
培育产业促进增收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隶属怒
江傈僳族自治州，素有中国“绿色锌
都”称号。李青艳就出生在这片热
土，是个土生土长的白族姑娘。毕业
后，她回到兰坪县，于 2002 年成立了
兰坪县三江科贸服务有限公司，本着
“以人为本、诚信经营”
的理念扎根于
兰坪这片热土。公司主要业务有劳
务输出、劳务派遣、职业介绍以及职
业技能培训。近年来，在当地党委、
政府的支持下，她先后又成立了兰坪
县三江人力资源市场和兰坪县三江
职业培训学校，并组建了餐饮服务实
训基地、酒店服务实训基地、中药材
及种养殖业基地、美容美发实训基地
以及挖机装载机实训基地，各个基地
在完成培训任务的同时，解决了近
180 多个长期就业岗位。
李青艳常说，自己是一名共产党
员，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是她义不容辞
的责任。在她的带领下，公司成立了
三江人力资源市场，随时为学员和求
职者提供实用的技能和可靠有保障
的招聘信息，为求职者提供全方位的
就业咨询。她还在广东、福建、昆明
等省市设立了办事处及分支机构，为
当地用人单位输送了大量人才。在
她的带领和努力下，近年来，共完成
劳务输出 14600 多人次，职业介绍
8200 人，为兰坪经济可持续健康发
展和确保 2019 年实现全县脱贫摘帽
提供了保障。
她组织村民学习种植药材，在她
的带动下，很多农户把在家闲置的土
地利用了起来，加入了公司的药材种
植基地，确保了土地的收益。公司+
基地+农户的中药材种植业的发展
推动了农民增收致富，又解决一部分
农民就业问题。
为了让更多的农民工，特别是残
疾同胞，
不离乡即可挣到钱，
2016 年，
她创办了兰坪百川民族文化服饰有限
责任公司，安排 53 人就业，其中残疾
人 38 人，占企业总员工的 72%，建档
立卡户17名。1名员工一个月最高可
挣3000元左右，
最低也有2000多元，
增加了农民的现金收入。
2017 年，在兰坪县妇联的关心
和支持下，她又成立了兰坪百川民族
文化服饰有限责任公司妇委会，并吸
纳 102 名成员，其中建档立卡 17 人，
并完成了 160 人次的妇女手工艺品
加工及缝纫技能培训，实现妇女居家
就能就业。
李青艳说，回首创业历程，是农
民朋友对自己的信任和自己对这份
工作深切的热爱。她将继续奋力拼
搏，努力做大做强，积极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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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生态产品和地方特色文化走出大山，
还拓宽了当地特色产品的销售渠道。
“经过
两个多小时的尝试，直播期间的总计销量
16 万余元，
效果还是很好的。
”
徐颖峰表示。
这场直播，
是农业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

一亩田联手百度 App、百家号、一点资讯、
新华社现场云共同发起的
“县长走田间——
中国农业直播大联盟·助农百县行”
的云南
龙陵专场。
本报记者 崔敏
通讯员 徐静 侯云鹏 乐莹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