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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已经达到脱贫标准

昨日，记者从云南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系列新闻发布会西双版纳州专场上获悉，2014 年，全州 3 个
县（市）中有 2 个县是贫困县，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乡 6 个、贫困村 92 个、贫困户 17789 户 71055 人，贫困
发生率 10.7%。2015 年吹响脱贫攻坚战的号角以来，贫困地区群众出行难、上学难、用电难、看病难、饮
水难、通信难等老大难问题得到根本解决。2019 年底，全州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经达到脱贫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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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累计投入财政专项和涉农整合资金 34.45

●修建乡村公路超过 2505 公里
●全州 256 个建制村 100%实现通硬化路
●通客车率达 99.6%
●贫困自然村全部通硬化道路
●改造农村危房 38546 户，4 类重点对象全部住
进安居房
●累计资助贫困户子女义务教育 45311 人次，实
现“零辍学”
●全面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人口 52 万人次，
建档立卡贫困户饮水安全全面达标
●实施县、乡、村医疗机构达标项目 164 个，全面
达标
●实施农村电网改造提升项目 107 个，100%贫困
村实现通电
●实施农村通互联网项目 394 个，100%贫困村实
现光纤宽带网络覆盖

就业医疗
●累计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种植业 11.6 万
亩（其中长期作物 10.6 万亩）、养殖业 37.5 万头（羽）
●累计新增转移就业贫困劳动力 1.7 万人，贫困
劳动力转移就业率为 63.4%
●累计 71055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5.37 万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现符合参保条件的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全覆盖
●2019 年，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达到 11021 元，
比 2014 年的 3302 元增加 7719 元，脱贫人口中人均纯
收入 5000 元（含）以上的比例由 2014 年的 17.7%上升
到 2019 年的 99.3%
●贫困村改造建设公厕 81 座，改造建设户厕 1 万
多座，建设垃圾池 90 个
●建设环境友好型胶园 28 万亩、生态茶园 50 万
亩、珍贵用材林 80 万亩

扶贫协作
●松江区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3.1 亿元
惠及 3 万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引进松江区企业 12 户
吸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543 人就业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转移到沪就业 460 人
双方互派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松江区共 221
人、西双版纳州共 201 人
●全州共有 164 个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帮万村”
精准扶贫行动
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4.6 亿元
帮扶人口约 10 万人次
建立 370 个利益联结机制新型经营主体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14593 户 56202 人
人均年增收 500 元

目标 年内实现有就业意愿的搬迁群众都能获得岗位
下一步的工作中，全州将全力提升易地扶贫搬迁
后续帮扶行动。加大产业建设力度，在前期种植长期
经济作物基本得到巩固的基础上，重点帮助搬迁群众
发展养殖业，推进小黄牛、小耳猪、茶花鸡等“一村一
品”发展。加强搬迁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与美丽乡
村建设、半山酒店建设、发展全域旅游等紧密结合起
来，提高搬迁群众的生活品质，打牢发展乡村旅游的

基础，使将来致富更有希望。加快盘活土地资源，在
保护好原有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引进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最大努力地提升“三块土地”的资源效益，力求今
年内 80%的搬迁村启动这项工作。加强搬迁群众就
业帮扶，对搬迁村实行就业帮扶“一村一策一方案”，
确保今年内实现有就业意愿的搬迁群众，都能获得就
业岗位。
本报记者 杨质高

中国工商银行举办第四届工银理财节活动
正值中国工商银行“第一个人金融
银行战略”品牌体系发布之际，为期 1 个
月的工商银行第四届 828 工银理财节在
全国范围拉开帷幕，这也是每年 8 月工行
与广大客户共享理财盛宴的标志性活
动。本届理财节以“乐享理财，慧置生
活”为主线，以工商银行全产品、全渠道、
面向全量客户的财富管理能力，助力人
民绘制美好生活，与客户美好与共。
工行本次理财节活动积极打造理财嘉
年华，
引入在线直播、H5 测试游戏等新颖
元素，
创造轻松、
欢乐的投资理财体验。一
是开展形式多样的投资者教育活动。
“理财
节大篷车”
结合当前资本市场行情、
家庭财
富管理、民法典、子女成长教育、新冠疫情
防治等社会热点事件，
邀请专家学者进行
在线交流。二是一揽子金融产品服务亮眼

上线。工行将遴选出十位具有长期稳定选
股能力、
业绩表现突出的明星基金经理，
盛
大发行基金产品并开展重点销售；
并联合
多家基金、证券、保险公司，
提供包括优选
理财、基金、保险、专属存款、ETC、个性化
借记卡、贵金属等在内的优质金融产品和
服务。三是传递科学、智慧的投资理念。
工行将在遍布全国的 1.6 万个网点举办理
财微课堂、
网点微沙龙等活动，
邀请专业讲
师和理财经理介绍理财知识，
诊断资产配
置情况，提供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建议。
四是优惠折扣回馈客户。为客户提供 AI
指数申购费率折扣、
贵金属产品让利、
客户
专属存款，
及部分地区消费贷款利率优惠
等较大力度的限时优惠活动。整个活动期
间亮点频出、热点不断、优惠享不停，
燃爆
整个8月理财节！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只要能把水疏通
苦点累点没什么
红旗村位于昭通市大关县上高桥回族彝族苗族乡境
内，最高海拔 2648 米，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492 户 2086 人。
一直以来，
红旗村水资源匮乏，
村民饮水多是用小水窖积雨
水，
饮水问题成了这里祖祖辈辈面临的难题，
也是村脱贫出
列的最大短板。在党委、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
由红旗
村村委委员杨兴春组织实施饮水工程，
经过两年的努力，
终
于把40多公里开外的大关县悦乐镇太阳坝火草坪的水源接
到了村里，
让全村村民喝上了甘甜的清泉。
杨兴春，1966 年 5 月生于红旗村，今年 54 岁，中共党
员 ，2016 年 3 月 至 2019 年 7 月 担 任 红 旗 村 村 委 委 员 ，
2019 年 7 月至今任红旗村监委会主任。
在红旗村
“两委”
班子里，杨兴春是唯一一个熟悉水源
路线的村干部。靠着前些年当护林员的经验和记忆，他能
带领施工人员安全往返于大山深处的水源地，所以，组织
实施饮水工程，杨兴春成了村里的不二人选。当组织把红
旗村饮水工程村内负责人任务交于他时，杨兴春已是 51
岁，
但他义无反顾。
施工的大山里没有路，没有人，
只有密密麻麻的乔木、
灌木和杂草，且地势险峻，很多路段都没法直立行走，需要
匍匐着才能前进，如果路线不熟，很可能有去无回。可尽
管如此，
杨兴春还是在这条路上走了几百次，
寻找水源、检
测水质、修建水池、确定路线、开挖沟渠、填埋管道、接通饮
水……每一道工序都有他的身影。
一个背包、一袋干粮、一把电筒、一身布衣，是杨兴春
最常见的装备。很多时候见杨兴春从工地回来，
都是一身
泥泞。秋冬时，大多时候他的外套湿透了，连内衬的衣服
都可以拧得出水，头发也被冰霜染得花白，裤腿上全沾满
了泥巴，尽显疲惫。感冒了或者身体不舒服什么的，都不
见他休息，旁人劝他休息两天，他说：
“山里几十号施工人
员等着呢，我若不去，他们找不到方向和路线，工程就无法
进行。”有段时间，为了将更多的时间用在施工上，杨兴春
和几个同伴租住在距离水源地最近的农户家的羊圈里（没
有别的房子了）。有时，七八个人只能挤在仅有的两张床
上休息，而且床铺上还会有虫子入侵，而他们一住就是两
个多月。那时每天清晨七点多吃碗面条，要到晚上八九点
才能回去吃饭。杨兴春说，工程量太大，总想着趁天黑前
多施点工，进度快些，所以每每都是天黑了才收工。走在
茂密的丛林里，手机电筒是他们常用的照明工具。杨兴春
说：
“活了五十多年，
像这样苦的生活是第一次经历。”
有一次吊在崖上输送管道时，杨兴春的绳索松了，他
掉到了山崖下，好在只是受了皮外伤。事后谈起这些，杨
兴春说：
“想起是后怕的，但通水是红旗人民祖祖辈辈期盼
的事情，
只要能把水疏通，我们苦点累点没什么。”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 年 12 月 28 日，历时两年，来自
太阳坝火草坪的水源终于到达了红旗村境内。2019 年 8
月 9 日，水源已全部到达各村民小组的分水池，水质好，水
量大。现如今，全村村民都喝上了甘甜的清泉，家家户户
安装了水表，饮水机制已纳入村规民约，实行常态化管
理。迎着全面小康，借着扶贫攻坚东风，红旗人民终于告
别了靠天积水的过去，过上了新生活。
2019 年七一建党节，乡党委向杨兴春颁发了“优秀共
产党员”的荣誉证书。2019 年 9 月，红旗村如期脱贫。
2020 年 4 月，红旗村顺利通过第三方评估考核验收。红
旗人民说，杨兴春是人饮工程的功臣，是为党旗增色的扶
贫人，也是最可爱的人！
人民日报客户端云南频道 管继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