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贫省级专项资金增幅历年最高
去年，我省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62.38 亿元，同比增长 27.9%，其中省级财
政专项资金 26.39亿元，同比增长 81.7%，
增幅为历年最高。年度统筹整合财政涉
农资金 79.22亿元，有力保证了“清零”目
标的顺利实现。

实施各类援助项目450余个
全年安排深度贫困地区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 42.72 亿元；对口援青六省市落实
援助资金 17.66 亿元，实施各类援助项目
450余个。截至目前，已累计向深度贫困
地区投入各类扶贫资金 286.7 亿元。持
续聚焦特殊困难群体，综合施策，精准帮
扶，特困群众服务保障水平不断提升，生
产生活得到全面改善。

贫困群众的难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制定《青海省脱贫攻坚绝对贫困“清

零”行动方案》。全省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到 96.9%，贫困群众基本医疗参保率达到
100%，所有行政村卫生室全部实现达标，
贫困群众住院自费比例控制在 10%以

内，5.2 万户 20 万人易地扶贫搬迁、20 万
户农牧民危房改造、30.14 万贫困人口饮
水安全提升任务全面完成，行政村道路、
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
运、管水平全面提升，贫困群众住房难、
吃水难、用电难、行路难问题得到历史性
解决。

电商消费扶贫
完成农产品销售2.9亿元

立足高原绿色优势，持续做大做强
特色扶贫产业，对已实施的 208个乡村旅
游扶贫项目展开提档升级，全力打造以
刺绣、唐卡、藏毯、银铜器加工为主的

“青”字牌民族手工艺品。年度完成贫困
劳动力技能培训 1.7万人次，转移就业贫
困劳动力 1.33 万人，培训贫困村致富带
头人 2400名。

全省 471.6兆瓦贫困村光伏电站全部
并网发电，村均年收益 32 万元。大力实
施村集体经济“破零”工程，在 2358 个有
贫困人口的非贫困村，每村安排 100万元
发展村集体经济，全省已有 91.3%的村实

现集体经济“破零”，其中年收益 5万元以
上的村达到 1553 个。深入开展消费扶
贫、电商扶贫，组织开展全国消费扶贫进
青海、西货东运等系列活动，全年电商消
费扶贫完成农产品销售 2.9亿元。

在8个县开展“精准防贫保”试点
对照“四摘四不摘”重大要求，率先

制定《关于巩固脱贫成果的实施意见》，
深入实施“九大后续巩固行动”。推动扶
贫、民政两项制度衔接，建立低保渐退、

“救急难”等制度。探索建立防止返贫长
效机制，设立专项资金，在 8个县开展“精
准防贫保”试点。

16家江苏企业落户西宁
东西扶贫协作深入推进，苏青两省

主要领导率团互访，江苏年度援助资金
3.63 亿元，江苏社会各界和慈善机构捐
资 3445 万元，先后有 16 家江苏企业落户
西宁，带动 2286 名贫困劳力在江苏等地
异地就业。13家中央定点扶贫单位落实
年度援助资金 9000 万元，实施各类民生
项目 52个。

2990 个省市县定点帮扶单位落实帮
扶物资近 3 亿元，实施项目 2350 个。参
与“双百”精准扶贫行动的民营企业达到
747家，为 1822个村（其中贫困村 952个）
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10.2亿元。

表彰奖励“脱贫光荣户”
广 泛 开 展 感 恩 教 育 ，讲 好 减 贫 故

事。组织开展“推动移风易俗、提升乡风
文明”行动，积极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对
2018 年度“脱贫光荣户”给予表彰奖励，
树立扶勤不扶懒、扶干不扶看的导向。

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362个
年度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 362个，调

整村党组织书记 192 名。严格第一书记
和驻村干部管理，年度表彰 241 人、调整
551人。严格落实“基层减负年”要求，全
省综合性检查同比减少 50%，填报表格
同比减少 37.7%。持续深化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为全省绝对贫
困“清零”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

（本报记者 周建萍 整理）

17个计划退出贫困县有望顺利摘帽
发布人：省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马正军

2019年，我省全面完成了剩余170个贫困村退出、7.7

万贫困人口脱贫任务，17 个计划退出贫困县有望顺利实

现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为我省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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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95%
打好蓝天保卫战，坚持标本兼治，各

市州和省直相关部门持续强化“抑尘、减
煤、控车、治企”各项治理措施落实。

抑尘方面，狠抓建筑施工、道路和裸
露地扬尘综合整治，严格落实建筑施工
地“6 个 100%”控尘措施、道路保洁作业
标准和裸露地遮盖绿化。在西宁市等重
点区域进一步完善网格化监测体系，建
成投运 84 台/套微型空气自动站、100 台/
套建筑工地智慧化监测监管系统，实现
实时监测监控。

减煤方面，因地制宜实施煤烟型污染
治理,结合供热供气管网覆盖实际制定燃
煤小锅炉淘汰计划，并采取严格高污染
燃料禁燃区管理、专项资金鼓励淘汰等
方式，年内完成燃煤小锅炉淘汰 1285 蒸
吨。

控车方面，建成启用机动车排放检验
机构二期监管系统，实现机动车检测全
过程监管。在重点区域建成投运冒黑烟
车辆电子抓拍系统，加快实施机动车遥
感监测系统建设,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控水

平进一步提升。以柴油货车为重点推进
老旧车淘汰，全省淘汰 2162辆。

治企方面，强化工业大气污染源全面
达标监管，分类推进“散乱污”企业综合
整治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深度治理，已
完成 687 家企业治理，重点区域 27 家铁
合金企业实现深度治理，提前一年完成
了“十三五”燃煤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任务。

通过一系列措施，空气质量得到改
善。2019 年，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达 95%，主要城市西宁海东两市优良
天数比例 89%，排名均列于西北五省区
首位。

主要河流水质优良比例达94.7%
2019 年，列入国家考核的 19 个断面

水质优良比例为 94.7%，高于国家目标任
务 5.2 个百分点。外流水系长江、澜沧江
出境断面水质稳定在Ⅰ类，黄河干流出
境断面水质稳定在Ⅱ类。内陆河水系黑
河出境断面水质保持在Ⅱ类以上，青海
湖各入湖河流和柴达木诸河水质均保持
在Ⅲ类。龙羊峡、李家峡等重点湖库水

质稳定在Ⅲ类以上。
湟水流域 28个监测断面水质优良比

例为 89.3%，出省民和桥断面水质稳定达
到国家Ⅳ类考核目标，且Ⅲ类以上水质
占比不断提升。小峡桥断面在提前一年
达到Ⅳ类考核目标的基础上，2019 年主
要污染物浓度同比呈下降趋势，水质持
续改善。

全省 54个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基本达到或优于Ⅲ类，地下水水
质总体保持稳定。

整治村庄和游牧民定居点4015个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打好乡村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攻坚战，继续深化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持续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累计投入近 22.5 亿元，整治村庄和游
牧民定居点 4015个，占村庄总数的 90%，
7个市州实现了全覆盖。

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制
定印发省级示范区建设指标，持续推进
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环境教育基地“绿
色细胞”工程创建，贵德县被命名为第三
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持续推进小型生活垃圾高温热解处
理技术，8个试点项目陆续建成投入试运
营。

加快实施重大生态工程
打好三江源头生态保护修复攻坚战，

启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示
范省建设，加快实施三江源二期、祁连山
等重大生态工程，提升生态保护建设成
效。

青海祁连山区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
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青海祁连山区
域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试点、青海祁
连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环境状况本
底监测与调查评估、青海祁连山区生态
保护制度创新 4个项目已完成招标工作，
整体进入实施阶段。

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制定《长江
源区流域水环境补偿实施方案》《关于长
江源区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的协
议》等，长江源区相关州县共同建立联防
联控机制，探索建立湟水流域上下游补
偿机制。

（本报记者 赵俊杰 整理）

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发布人：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司文轩

2019 年，我省围绕“蓝天、碧水、净土”目标，持续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八场标志性战役，高标准严要求

抓好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努力解决好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