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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全面胜利

历时一年多 21万普查人员赴22省（区市）普查结果显示——

脱贫成效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25日，国家脱贫攻坚普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国家脱贫攻
坚普查公报。为使社会各界充分了解普
查有关情况，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国家脱
贫攻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问：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向全
世界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
全面胜利，这得到了普查结果的印证，
能否就这些方面的情况作一下介绍？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
理政突出位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经过8年持续奋斗，取得了脱
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
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为摸清脱贫实际
成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展国家脱
贫攻坚普查的决定。在国家脱贫攻坚
普查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和相关地
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2020 年至
2021年年初，21万多名普查人员对
中西部22省（区、市）开展了国家脱贫
攻坚普查。普查结果显示，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实现了脱贫。

一是贫困人口全面实现“两不愁三
保障”及饮水安全有保障。根据国家农
村贫困监测调查，2020年国家贫困县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588元，党
的十八大以来年均增长11.6%，高于全
国农村居民2.3个百分点。在吃的方
面，建档立卡户平常都能吃得饱不挨
饿，能够摄入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在穿
的方面，一年四季都有应季的换洗衣物
和御寒被褥；在义务教育方面，适龄少
年儿童除因身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件
外，都有学上、上得起学，绝大多数在校
就学，少量因特殊情况不能到校的送教
上门；在基本医疗方面，建档立卡人口
都纳入了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
疗救助等制度保障范围；在住房安全方
面，原住房经鉴定或评定不安全的，均
通过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等有效措
施，保障建档立卡户都住上了安全住
房。此外，在饮水安全方面，建档立卡
户生活饮用水达到了当地农村安全饮
水评价准则的要求，能及时、方便地获
得足量、洁净的生活饮用水。

二是精准帮扶政策得到了有效落
实，对贫困人口全面实现脱贫发挥了
关键决定作用。产业、就业、健康、教
育、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社会保
障、残疾人、生态扶贫等帮扶政策瞄定
贫困人口精准发力，因村因户因人施
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
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户按实际情况均
不同程度地享受过相关帮扶政策。

三是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
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对贫困人口全
面实现脱贫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贫
困地区通硬化路、通动力电、通宽带互
联网、通广播电视信号和集中供水等
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县、乡、
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常见
病、慢性病能获得及时诊治；教育文化
设施及服务水平大幅提高，贫困家庭
的孩子享受到更公平的教育机会。

普查提供了真实准确的统计信
息，客观全面反映了脱贫攻坚的成效，
结果充分说明，我国的脱贫攻坚成效
是实打实、硬碰硬的，经得起历史和人
民的检验。

问：普查数据质量为社会各界普
遍关注，这次普查采取了哪些措施保
证数据质量？

答：确保数据质量是开展普查自
始至终要坚持的原则，要将这一原则
贯穿于普查的全过程、各环节。一是
坚持依法普查。普查工作严格按照统
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及相关规定组
织开展，对于违法违规行为，严格依法
依规追究责任。二是加强组织保障。
及时组建国家、省、市、县、乡五级普查
机构，各级党委、政府全面加强领导，
有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为普查顺利
开展提供组织保障。三是强化制度保
障。科学设计普查方案，周密制定工
作细则，印发全面质量管理办法，进行
全过程质量监管。四是跨县异地开展
普查。选调21万多名素质高、政策
熟、业务强、作风实的基层普查人员，
组建939个派驻普查工作组跨县异地
开展普查登记，同时大力加强普查人
员培训，考试合格方可上岗。五是应
用先进技术。数据生产全过程电子
化、网络化，有效减少中间环节，有力
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准确。六是开展现
场督导和事后质量抽查。组建了318
支现场督导组，实地督促指导基层普
查机构和人员依法依规开展工作。普
查登记完成后，及时组织开展事后质
量抽查。通过上述措施，有力保障了
本次普查工作有序、过程规范、数据真

实、结果可靠。
问：根据您刚才的介绍，普查是在

中西部22省（区、市）开展的，您能详
细介绍一下普查的具体范围、对象和
内容吗？

答：《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
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明
确要求，对脱贫摘帽县进行一次普查，
全面了解贫困人口脱贫实现情况。根
据这一要求，国家脱贫攻坚普查的范
围覆盖了全部83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以
及享受片区政策的新疆阿克苏地区7
个市县。普查对象为普查范围内的全
部建档立卡户、行政村（包括有建档立
卡户的居委会、社区）和县（市、区、
旗）。通过建档立卡户普查表、行政村
普查表、县普查表等三类普查表，对建
档立卡户“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
有保障实现情况，享受帮扶政策情况，

以及县和行政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
务情况开展调查。

同时，为全面反映贫困人口脱贫情
况，普查还对非国家贫困县建档立卡户
“两不愁三保障”实现情况，采用科学的
抽样方法，在中西部22省（区、市）随机
抽取了100个非国家贫困县，对抽中县
所有建档立卡户“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
安全有保障实现情况进行了调查。

问：据了解，与其他重大国情国力普
查一次完成不同，国家脱贫攻坚普查是
分两批完成的，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这主要是脱贫攻坚普查与其他
大型普查目的不同。人口普查、农业普
查、经济普查等重大普查，都是每隔几年
定期开展一次，是为了全面掌握某一特
定时点上相关的国情国力基本情况，而
国家脱贫攻坚普查作为我国对脱贫地区
和脱贫人口组织开展的大规模专项普
查，主要目的是检验贫困人口是否按要

求全部实现脱贫，是否在打赢脱贫攻坚
战时点前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考
虑到贫困县摘帽是陆续完成的，国家脱
贫攻坚普查紧扣脱贫攻坚工作实际，分
两批进行了普查登记。对于2019年及
以前脱贫摘帽的780个国家贫困县、享
受片区政策的新疆阿克苏地区7市县和
抽中的100个非国家贫困县，于2020年
7至8月进行普查登记。对于2020年脱
贫摘帽的52个国家贫困县，于2020年
底至2021年年初进行普查登记。相应
的，普查得到的时点数据为普查登记时
的数据，时期数据为建档立卡以来至普
查登记时的数据。

问：大家都非常关注普查人员是如
何开展登记工作的，建档立卡户的数据
是怎么采集的？

答：本次普查按照“本地回避、互不
交叉”的原则，选调普查人员，组建派驻普
查工作组跨县异地开展普查登记。普查

人员严格按照普查方案和登记工作细则，
持证入户、核对资料、查看实情、逐题访
问，使用智能终端设备在线采集数据，经
被访者签字确认后直报国家数据库。各
级普查机构同步进行审核验收，发现问题
及时返回，严格按规定流程进行核查。

现场登记期间，针对个别地区因疫
情反弹、洪涝灾害和冰雪封路等原因无
法入户面访的情况，采取了先电话访问，
等条件具备后再入户核实的方式进行了
调查，确保普查登记严谨规范，不漏一
户、不少一人。广大普查人员克服了普
查环境条件艰苦、普查对象语言习俗多
样等困难，战酷暑、斗严寒，跋山涉水、走
村入户，圆满完成了普查登记任务。

问：您能否介绍一下，普查数据除了
用于检验脱贫攻坚成效，还有哪些更广
泛的作用？

答：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底线任务，必须经得起各方检验。脱
贫攻坚有建档立卡、第三方评估等数据
资料，之所以还要开展国家脱贫攻坚普
查，就是要通过普查，用统一的标准、内
容、指标、方法，把脱贫攻坚成效科学规
范地反映出来。本次普查数据来自直接
调查，方法科学，内容全面，准确可靠，真
实反映了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生产生活
面貌发生的显著变化，全面呈现了脱贫
攻坚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充分证明了脱
贫攻坚成效经得起各方检验。

普查获得的大量数据，形成了脱贫
攻坚真实全面的数据档案，来之不易、非
常珍贵，除了检验脱贫攻坚成效以外，还
将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供较丰富的统计
信息支持。一方面，利用普查数据进一
步完善国家扶贫信息系统基础数据库，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运用，为健全防止返
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提供重要参考。
另一方面，普查数据充分反映了脱贫地
区新变化新情况，也显示了下一步加快
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提供决策依据。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本报讯截至昨日，我市推进环境保护
突出问题整改落实办公室共转办群众信访
举报件12527件。其中：滨海新区2211件、
和平区369件、河东区752件、河西区707件、
南开区834件、河北区583件、红桥区314件、
东丽区633件、西青区766件、津南区822件、
北辰区898件、武清区754件、宝坻区828件、
宁河区568件、静海区815件、蓟州区621件、
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5件、市城市
管理委6件、市交通运输委2件、市国资委1
件、市生态环境局2件。群众信访举报具体
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天津
日报》《今晚报》及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方
网、天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疫情快报
2月24日18时至2月25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徐杨）记者从市疾控
中心获悉，2月24日18时至2月25日
18时，我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47例，
其中男性82例，女性65例；治愈出院
144例，病亡3例。
2月24日18时至2月25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中国籍），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
例207例（中国籍185例、菲律宾籍8例、
美国籍3例、乌克兰籍3例、法国籍2例、
委内瑞拉籍2例、乌兹别克斯坦籍1例、
俄罗斯籍1例、哈萨克斯坦籍1例、波兰
籍1例），治愈出院193例，在院14例（其
中轻型4例、普通型10例）。
第20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

籍，近期居住地为菲律宾马尼拉。该患
者自菲律宾马尼拉乘坐航班（PR314），
于2月17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申
报有畏寒、头晕、头痛症状。经海关检
疫排查采样后，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

空港医院发热门诊。2月18日、19日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2月20
日由120救护车转送至东丽区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点隔离观察；2月24日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
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就诊，胸CT示左
肺下叶磨玻璃密度影。经市级专家组
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
管理。
2 月 24 日 18 时至 2 月 25 日 18

时，我市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境外
输入、中国籍），累计149例（境外输入

144例），其中尚在医学观察9例（均为境
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17例、转为确
诊病例23例。
第149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

期居住地为菲律宾马尼拉。该患者自菲
律宾马尼拉乘坐航班（PR314），于2月3
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
常，申报无症状。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
新冠病毒血清IgM、IgG抗体检测结果均
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空港医院
发热门诊。隔离观察期间，多次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2月6日由120
救护车转送至东丽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隔离观察；2月24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
医院就诊。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
为我市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境外输
入）。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截至2月25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

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1083人，尚有
187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天津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每天8：00—18：0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 徐杨）市卫
生健康委、市医保局、市财政局日前
发布《关于做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应检尽检”既往费用退费工作的实
施方案》，对于在2020年5月7日至
2021年 2月9日期间，符合“应检尽
检”要求参加我市基本医疗保险或有
我市身份证或户籍的发热门诊患者、
新住院患者（每次住院只限1次）及陪

护人员（仅限1人次，经医疗机构评估确
定）产生的核酸检测费用，可凭相关就
诊记录、身份证、医保卡、缴费凭证前往
原缴费机构办理退费。退费工作自
2021年3月1日起实施。
按照《实施方案》，符合退费条件的

人员可在2021年3月1日至10月31日
期间，带齐相关资料，去原交费医疗卫
生机构办理退款。退费人员需注意做

好个人防护，听从医疗机构安排，尽量
错开正常诊疗高峰。
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已支付的确诊和疑

似患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费用，不在此次
退费范围之内；异地新冠确诊和疑似参保
人员，已按照国家要求与我市定点机构进
行清算的费用，不在此次退费范围之内；其
余已参加我市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个
人自费部分，经收费医疗卫生机构核实登

记后，全部退还个人。
在材料真实、齐全的情况下，退费工

作会一次办结。对于原始凭证票据丢失
的情况，只要医疗机构能在相关系统中查
询到退费人员信息，即可办理退费手续。
对于医疗机构引进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
的情况，本着“谁引进谁退费”的原则，由
医疗机构安排退费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广

大符合《实施方案》中退费条件的市民，
可关注全市各医疗机构所发布的通知，
在规定的时间，带齐相关证件、票据等
材料，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去现场进行
退费。

下月起核酸检测既往费用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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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国惠）记者获悉，
经市委同意，2021年，我市将继续面
向全国招录1000名农村专职党务工
作者。

市委坚持把农村基层作为培养
锻炼优秀年轻干部的“赛马场”“大熔
炉”，从2018年起，我市首创招录农
村专职党务工作者，放眼全国“淘
金”，连续3年广发“英雄帖”招揽英
才，好中选优招录了3000余人，为农
村基层党组织注入了新鲜血液。市
委组织部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苗子
工程”，精心谋划实施，研究制定《天
津市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试行）》，明确选拔使用、教育培养、
薪酬待遇等政策，帮助农村专职党务
工作者尽快成长成才。“好苗子”遇到
“好土壤”，必将茁壮成长。目前，已
有460名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并纳入
事业编管理，今年村“两委”换届中，
还将有一批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进
入村党组织班子担任村党组织书记、
副书记。

根据《天津市2021年度招录农村
专职党务工作者工作实施方案》，今
年，全市共计划招录农村专职党务工
作者1000名，其中，滨海新区33名、津

南区21名、北辰区13名、武清区196
名、宝坻区262名、静海区92名、宁河
区42名、蓟州区341名，统筹安排到所
辖行政村工作。30周岁以下、中共党
员、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本
科及以上学历皆可报名，2021年应届
毕业生可以放宽至中共预备党员。招
录工作采取自愿报名和考试考察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按照发布《公告》、报
名、笔试、填报志愿、面试、体检考察、
录用审批等程序组织实施。

据悉，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实行
合同制管理，依据工作岗位和在农村
工作年限确定薪酬待遇，缴纳“五险一
金”，享有体检、带薪年休假等福利待
遇，户口不在天津的即可获得天津户
籍。在村连续工作3年（含试用期）及
以上、年度考核均为称职及以上的，可
定向招录或选调为公务员。半年试用
期满后，考核合格的进入村党组织班
子，表现优秀的可担任村党组织副书
记。任村党组织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的
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即按程序选聘为
事业编制人员。

根据本次招录统一安排，近日将
在有关网站媒体发布招录公告，组织
开展招录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为加强党
对城市基层工作的领导，扎实推进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建强基层治理
骨干力量，近日，天津市委组织部、
市民政局印发《天津市2021年度招
录社区工作者工作实施方案》，面向
天津市高等院校2021届毕业生和具
有天津市户籍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
校本科及以上毕业生，招录社区工作
者1437名。

这次招录社区工作者，是以城市
基层为平台培养基层治理骨干力量、
促进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筑牢党在城
市执政根基的一项重要实践，同时也
是促进我市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的一
项重要举措。本次招录社区工作者，
根据工作需要设置两个职位，主要从

事社区治理、居民服务、网格巡查、问
题处置等工作。天津市高等院校
2021届毕业生，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
及以上学历，或者具有天津市户籍的
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及以上毕业
生，年龄在30周岁以下人员皆可报
名。根据有关规定和工作安排，符合
条件的社区工作者可参加公务员定向
招录；担任社区党组织书记的社区工
作者，符合条件的可按程序选聘为街
道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切实让干得好
的发展得好，政治上有成长空间、经济
上有增长空间，促进优秀干部脱颖而
出，为干事创业提供更大舞台。

根据招录统一安排，本次考试
报名、资格审核、缴费均在网上进行。
网址:http://rsks.hrss.t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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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好苗子”到“好土壤”中茁壮成长

这是2020年7月15日拍摄的江西省井冈山市神山村村民笑脸合集（拼版照片）。地处山区腹地的神山村曾是江西省井
冈山市最偏远的贫困村之一，贫困发生率曾达30%以上。当地通过发展扶贫产业和乡村旅游，村民收入显著增加，并在2017
年2月正式脱贫。 新华社发

“云”庆元宵
体会家的温暖

庆元宵佳节，一场特殊的“云”上联欢会在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
学院上演。“云”的这一端，是来自15个国家的35名师大留学生；“云”的另
一端是天津师大与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合作建设的非洲第一所全球示范孔
子学院的师生们。师生们“云”庆元宵，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在异国他乡
感受到过节的喜悦，体会到家的温暖，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学期
的到来。 本报记者姜凝谷岳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