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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通航机场已达296个
据新华社长春 10 月 16 日电 （记者 张建）16

日，第二届中国（长春）通用航空发展大会在吉林省
长春市举行。当日，中国航空运输协会通用航空分
会发布的 《2019-2020中国通用航空发展报告》显
示，中国通用航空发展迅速，截至今年 6月底，中国
在册通航机场已达 296个。

通用航空业是以通用航空飞行活动为核心，涵盖
通用航空器研发制造、市场运营、综合保障以及延伸
服务等全产业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 具有产业
链条长、服务领域广、带动作用强等特点。通俗地讲，

通用航空就是除去商业航空后民用航空其他部分。

青岛疫情未发生社区传播
感染者和普通病患共用CT室导致

据新华社青岛 10月 16日电 山东省卫健委党
组副书记、 山东省疾控中心党委书记马立新 16日
说，青岛本次疫情是新冠病毒感染者在住院期间，与
普通病区患者共用 CT室引发的医院院内聚集性疫
情，未发生社区传播。

马立新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经国家
和山东省联合专家组综合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大数
据排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分析，判定青岛本起疫情
是一起医院聚集性疫情，排除由社区传播传入医院
内的可能性。

记者了解到，９月下旬，青岛港曾装卸过冷冻海
鲜的两名工人感染新冠病毒， 当时为无症状感染
者，其中一人日前已转为确诊病例。马立新表示，经
比对分析证实，此次疫情与青岛港 9月感染者病毒
基因序列高度同源，传染源来自上述两人。

据介绍，通过调取的青岛市胸科医院监控录像
证实，感染新冠病毒的两名青岛港工人在青岛市胸
科医院隔离观察期间，离开封闭病区到 CT室检查，

因防护消毒不规范，导致 CT室被病毒污染，进而传
染了次日上午到同一 CT室检查的住院病人及陪护
者，并将病毒带入结核病区，导致这起疫情在医院
里传播。

中华民族将历史性解决千百年来绝对贫困问题，向着更好的生活奔跑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步伐铿锵
■新华社记者侯雪静 吴光于 陈晨 杨静

10月 17日是第 7个国家扶贫日， 也是第
28个国际消除贫困日。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只剩
2个多月时间———到年底，打赢脱贫攻坚战，中
华民族将历史性地解决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
贫困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集中精力打好精准脱
贫攻坚战，近 1亿人已脱贫。在决战决胜之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亿万中国
人民，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坚定推进脱贫攻坚
战，上演了一部人类减贫史诗。

决战决胜，步伐铿锵，这场波澜壮阔的伟
大战役已胜利在望！

中国反贫困史全新一页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瓦扎村，曾

是一个不通公路的“云上村庄”。村民祖辈都没
能翻越贫困的大山。2018年， 通村公路开始建
设。惊心动魄的建设过程见证了人类翻越贫困
大山的决心：在超过 60度的山坡上挖一铲、爬
一步，走“之”字形上到山顶，从山顶把路倒着
修到山脚，终于打通了这座“陆上孤岛”。

“当年是民主改革让‘娃子’（奴隶）们翻了
身，如今是党的精准扶贫给我们第二次解放！”

村委会主任吉巴呷呷的话道出了群众心声。

一座座“云上村庄”修通公路融入全国
交通网，一户户贫困户走下“悬崖村”搬进新
居……一个个深度贫困堡垒被攻克。 如今，全
国贫困县只剩 52个，贫困人口去年底仅有 551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0.6%。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
帅的脱贫攻坚战场上，中国共产党人以“不获
全胜、决不收兵”的坚强意志，让千万个瓦扎村
旧貌换新颜。

“苦甲天下”的宁夏西海固，一度被联合国
粮农组织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如今，这里
发展起草畜、杂粮、蔬菜、旅游等产业，9个贫困
县中已有 8个摘帽。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云南昭通市，96.3%的
地域是石漠化严重的山区，过去“路不通、业不
兴、民生艰”。如今，当地建成立体交通新枢纽、

36万群众搬出大山……

新疆阿尔泰山脚下，曾经的贫困户娜孜古
丽·伊代亚托拉今年年初在家门口成了 “上班
族”，每月工资 2500 元，“有了稳定收入，在家
说话底气都更足了。”

来自西藏自治区扶贫办的数据显示，脱贫

攻坚以来西藏已累计实现 62.8万贫困人口脱
贫，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处处制约贫困地区发
展的短板逐渐补齐———

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打通了
大动脉，畅通了微循环，贫困地区群众“出门水
泥路，抬脚上客车”的梦想变成现实；

截至 2019年底， 全国农村集中供水率达
87%，自来水普及率达 82%；

村村都有卫生室和村医，贫困人口基本实
现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全
覆盖，因病致贫返贫人口大幅减少；

10.8 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
得到改善；

易地扶贫搬迁近 1000万贫困群众， 通过
帮助贫困人口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实现搬
得出、能脱贫、可致富。

……

贫困群众生活实实在在改变的背后，是脱
贫攻坚战捷报频传。一组组数字体现了脱贫的
成色———

贫困人口收入大幅增加。2013 年至 2019

年，832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6079

元增加到 11567元，年均增长 9.7%；

贫困人口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工资性收
入和生产经营性收入占比上升，自主脱贫能力
稳步提高；

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 出行
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长期没
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普遍解决， 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了保障。

今年全面脱贫目标完成后，中国将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
目标。“中国非凡的发展进程在全球范围内为
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巨大贡献。”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不久前评价说。

未摘帽贫困县鏖战正酣
国庆长假刚过，秦巴山区深处的陕西省安

康市汉滨区松坝社区工厂一派火热。41岁的程
爱民是车间里为数不多的男工之一。 他 15岁
因骨髓炎落下残疾，从此被深锁大山。山高、路
远、地薄，摆脱贫困是个遥不可及的梦。

程爱民没想到自己的脱贫梦有实现的一
天。2018年， 他和父母易地扶贫搬迁进松坝社
区，在社区工厂就业。如今一家 3 口每月收入
有 5000元，再也不用住四面漏风的土坯房了。

“这日子，盼了太久！”今年，尽管遭遇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但他们在各界支持下，全力应对。“2

月就复工了， 现在产能已恢复到正常水平。这
波疫情冲击顶住了！” 社区工厂负责人刘德财
说。

面对夏季的严重洪涝灾害， 社会各界合
力攻坚保住了脱贫成果。18 个省份报告了洪
涝灾害影响， 因灾纳入脱贫监测户 5061 人、

边缘户 9751 人。经过努力，没有因灾致贫返
贫人口。

决战决胜之年，脱贫攻坚战场上的干部群
众努力克服疫情和洪水灾情影响，用勤劳双手
书写脱贫攻坚伟大奇迹———

湖南十八洞村，昔日穷乡僻壤已是美丽乡
村。国庆长假期间，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

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小学，水泥
运动场铺上了塑胶跑道，孩子们住进了崭新宿
舍；

安徽岳西县青天乡青天村，遭了水灾的贫
困户余成龙在农技专家指导下恢复生产，儿子
在村里的公益性岗位工作；

今年前 5 个月，7.3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加入美团平台成为骑手有了收入……

这一个个“战”贫瞬间，昭示着人们摆脱绝
对贫困的顽强奋斗！

剩余 52个未摘帽贫困县鏖战正酣， 各地
积极落实“挂牌督战”，奋力夺取脱贫攻坚战最
后的胜利———

在云南，全省聚焦未脱贫的直过民族和未
摘帽县，16名省级领导紧盯未摘帽的 9个县和
剩余贫困人口超过 5000人的 7个县，将“挂牌
督战”落实到“百日总攻”“百日提升”等扶贫专
项行动，实施全员大作战、汇聚各方帮扶力量，

强化就业扶贫、产业扶贫，巩固“三保障”和饮
水安全。

在四川凉山州，不会普通话、医疗资源匮
乏、增收渠道窄等问题，成为挂牌督战的重点
之一。12个省级部门分别组建工作专班，聚焦
未摘帽贫困县、 未退出贫困村的突出问题和
薄弱环节。 四川省人社厅挂牌督战凉山州就
业扶贫工作专班，聚焦户户有就业目标，重点
针对凉山州贫困劳动力基础台账建设管理、

贫困劳动力返岗复工和新增转移就业、 公益
性岗位新增就业及问题整改四个方面， 进行
实地督战。

在甘肃，当地紧盯未摘帽的 8 个贫困县、

未退出的 395 个贫困村和 17.5 万未脱贫人
口， 紧扣产业扶贫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分
级挂牌督战。并结合各级巡视和自查自纠，全
省各地反反复复“过筛子”，千方百计摸情况、

补短板。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娜布拉的家在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勐

卡镇莫窝村五组。在扶贫干部的帮扶下，几年
时间她从贫困户变成致富带头人。可是，今年
受疫情影响，蜂蜜、茶叶等特产滞销，她差点返
贫。“多亏扶贫干部帮我从网上打开销路。”

西盟是一个位于中缅边境的贫困县，自然
条件差等致贫问题突出。两年前，西盟县正式
退出贫困县序列。 但当地的干部群众没有懈
怠，接续开展“星火行动”，培养优秀后备村干
部、培养村民小组致富带头人，让大家朝着更
好的生活奋斗。

奋斗是脱贫的底色，也是人们迈向更好生
活的力量。你看———

那一个个扶贫车间生产火热，部分地区出
现节假日赶订单的情况。截至 9月 30日，52个
挂牌督战县 2020 年已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
295.68 万人 ， 是 2019 年外出务工人数的
116.2%。

在以蔬菜为脱贫支柱产业的甘肃定西市
安定区，来自福州市台江区的扶贫干部动员福
建籍客商采购当地优质蔬菜， 截至 9月， 约 2

万吨西芹、 毛芹等蔬菜被端上东部市民的餐
桌。

国家级电商平台“扶贫 832”销售平台上线
农产品超过 6.8万个， 交易额突破 31亿元，有
效解决贫困地区农产品“卖难”问题。

新经济、新业态为扶贫注入新动能。过去
一年，664万名来自贫困地区的群众通过 “快
手”平台获得收入。“快手”平台成立扶贫办公
室，从电商扶贫、旅游扶贫等方面帮扶贫困地
区。

脱贫摘帽后，一个个初具雏形的乡村振兴
样本正稳定巩固脱贫成果。在我国贫困退出机
制建立后首个“摘帽”的贫困县井冈山，当地大
力发展全域旅游，推进“一户一块茶园、一户一
块竹林、一户一块果园、一户一人务工”的产业
就业模式，群众日子越过越好。

在浙江德清县沈家墩村，如今家家盖起了
灰瓦白墙的联排小别墅，享受新农村的美好生
活。“春风十里稻花香，水清沙白鱼儿壮。‘股票
田’里好风光，致富乡里树百强……”近日在浙
江平湖举办的浙江省“老乡说小康”农民故事
大赛总决赛现场，当地“老乡”以情景剧的方式
讲述了家乡的巨变。

脱贫攻坚战最终胜利之时即将到来。人们
必将以此为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努力向着
更好的日子奔跑！

（新华社北京 10月 16日电）

营商环境评价领域
首部国家报告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16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
16 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报告 2020》。这是我国营
商环境评价领域首部国家报告，将促进各方交流互
鉴，推广典型经验做法，以更好营商环境积极应对
风险挑战，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当日召开的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会
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说，目前，中国营
商环境评价已实现对 31个省（区、市）全覆盖，全国
累计已有 98个城市参与中国营商环境评价。

报告系统梳理了 2019年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
成效与亮点和 2020年前景展望， 汇聚了参评城市
一大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人民群众满意、市场主
体支持的改革举措和典型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