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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扶贫办：打赢脱贫攻
坚战时间节点不变

对未摘帽52 县
实施挂牌督战

在 18 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介绍， 经过各方
面共同努力，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疫情影响正在逐步克服， 不会改变脱贫攻
坚大局。 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不变，决不因
疫情而留下锅底；现行扶贫标准不变，既不
降低也不拔高；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间节
点不变，既不推迟也不提前。

截至 5 月 17 日 ， 全国 832 个贫困
县中有 780 个县已宣布脱贫摘帽。 下一
步 ，将强化挂牌督战 ，对未摘帽的 52 个
贫困县和贫困人口多 、 脱贫难度大的
1113 个贫困村挂牌督战 ， 督促 7 个省
（区 ）落实好实施方案 ，确保如期完成剩
余脱贫攻坚任务。 （王莉）

商务部：去年全国贫困县网
络零售额达 2392 亿元

国家级贫困县
电商全覆盖

18 日， 商务部部长钟山在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 三年多来，
商务部持续推进五项商务扶贫举措，取得
积极成效。 其中， 第一项就是电商扶贫。
2019 年，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推动电商
扶贫， 实现了对国家级贫困县的全覆盖，
也就是说， 所有贫困县均已开通电商，全
国贫困县网络零售额达 2392 亿元，同比
增长 33%。 电商进农村确确实实让农民
受益。 今年，商务部还将加大电商扶贫力
度，带动贫困地区 500 万农民就业增收。

商务部还积极推进边贸扶贫 ， 去年
边境贸易额达到了 515 亿美元 ；同时还
为边境经济合作区提供帮助 ， 带动就业
超过 18 万人，促进兴边富民。

（央视）

工信部：深化网络扶贫，助力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年底前贫困村
逾 99%通宽带

由中国通信学会主办的 2020 年世
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 17 日在线上
举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国通信
学会理事长陈肇雄在会上表示 ， 今年将
在五个方面加快推进信息通信业高质量
发展。 其中，在深化网络扶贫 、助力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方面 ， 工信部将深入推进
电信普遍服务试点 ， 确保 2020 年底前
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超过 99%。 今年再新
部署 1 万个以上 4G 基站建设任务 ，支
持贫困地区网络深度覆盖 。 落实好网络
精准降费 ， 最大限度减轻贫困用户用网
负担。 深入开展“互联网+健康扶贫”，深
化贫困地区远程医疗应用 ， 提高医疗卫
生水平。 持续推进学校联网攻坚行动，到
2020 年底实现全国中小学宽带网络接
入率达到 99%。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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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蝶变打开发展新天地
生态红利换来百姓金饭碗

羊城晚报记者 张爱丽 刘佳宁
实习生 李悦 通讯员 林荫

访访权权威威 谈谈

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脱贫攻坚战役
中，生态优先理念已深
入人心。 近年来，全省
林业生态扶贫力度不
断加大，绿化广东大行
动持续高质量推进，不
仅使城乡生态越来越
美，更使百姓共享实实
在在的“绿色红利”。 一
个个“绿色蝶变”的美
丽乡村凭借好生态打
开发展新天地、换来百
姓金饭碗。

决战决胜之年，广
东如何继续擦亮绿色
发展底色，推动脱贫攻
坚、 生态文明建设、林
业乡村振兴工作有机
结合？ 近日，广东省林
业局党组书记、局长陈
俊光接受羊城晚报记
者专访，道出了广东省
林业系统所做的探索
及获得的经验。

生态扶贫：今年再绿化美化乡村 1385 个

羊城晚报： “国家级森林城市群建
设示范区”进展如何？

陈俊光： 自 2016 年珠三角地区被
确定为首个“国家级森林城市群建设
示范区”以来，珠三角各地认真贯彻国
家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按照《珠
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建设规划（2016-
2025 年）》，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实行珠三角全域一体化
生态修复和生态建设， 不断提升珠三
角城市群生态功能、环境质量、宜居程
度和绿色惠民水平。

全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局面已经
打开。 2008 年，广州市成功创建并成

为广东首个“国家森林城市”。 至 2018
年， 珠三角 9 市全部成功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 实现了国家森林城市全覆
盖， 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级森林城市
群建设示范区”。 目前，该城市群已基
本成型， 力争今年成功获得“珠三角
国家森林城市群” 称号， 成为全国首
个国家级森林城市群。

2019 年，汕头、梅州市也成功“创
森”， 填补了粤东粤西粤北森林城市的
空白。 目前， 全省累计有 20 个市加入
建设森林城市的行列， 韶关、 梅州、茂
名更是提出全域创建森林城市的目标。
今年，茂名、阳江、潮州市和韶关市始
兴县“创森”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绿化广东：“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羊城晚报：广东林业生态建设中如

何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陈俊光：近年来，广东高举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旗帜，紧紧围绕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核
一带一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积极
主动服务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 创新林业发展新动力，

谋划林业发展新举措，筑牢区域生态安
全屏障，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生态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深入开展新
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推进大规模国土
绿化工作， 实施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加
快推进森林城市建设。森林资源质量效
益稳步提升， 城乡绿化水平不断提高，
森林生态安全体系基本建立，“绿水青

山”在广东已逐步变成“金山银山”，优
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为经济
社会持续发展提供生态支撑。 同时，扎
实推动广东林业改革，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实现绿色惠民。

据统计，2016 年至 2019 年， 全省
完成造林 999.8 万亩， 封山育林 576.8
万亩，完成森林抚育 3986.9 万亩，实现
森林资源“双增”目标。

全域“创森”：
珠珠三三角角力力争争今今年年荣荣膺膺
首首个个国国家家森森林林城城市市群群

羊城晚报：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广
东省林业局如何布局？

陈俊光：2016 年以来， 省林业局
（原为省林业厅） 认真研究制定林业扶
贫政策措施，扎实推进林业生态建设与
产业扶持等工作，注重发挥林业行业优
势，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采
取“点面结合，突出重点”方式实施林
业行业扶贫，取得较好成效。 主要从以
下几方面发力：

一是大力发展林业产业， 积极推进
林业产业扶贫。2019年，全省林业产业总
产值达8458亿元，继续名列全国前茅。

二是逐年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标
准，助力贫困地区农民脱贫奔小康。 自
1999 年起，广东省在全国率先实施生态
公益林效益补偿制度，20 年来累计落实
中央和省财政两级补偿资金 201.77 亿
元，惠及林农 559.7 万户、2649.7 万人，
约占全省农业人口的 2/3。

三是扶持贫困村植树造林，开展乡
村绿化美化。 安排造林补贴每亩 100
至 200 元不等，绿化乡村 7992 个。

四是优先聘请符合条件的当地贫
困农民为生态保护人员，帮助贫困农户
解决就业问题。 2017 年以来，全省共安
排帮扶资金 2870 万元。

五是加大支持革命老区建设力度，
提供林业相关保障服务。落实老区中央
财政森林抚育补助资金 1176 万元；加
大对民族地区扶持力度， 扶持资金
1200 万元。

六是结合对口援疆任务，加强林业
消费扶贫指导协调。

今年以来，省林业局负责挂牌督战
梅州兴宁市脱贫攻坚工作，把脱贫攻坚
与应对疫情影响、推进林业行业企业有
序复工复产等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下设
督战工作专班，力争在 6 月底全力督战
兴宁实现剩余相对贫困人口 75 户 277
人全面脱贫、4 个省定相对贫困村全面
出列。

羊城晚报：具体而言，广东如何持续
推进林业生态扶贫和产业扶贫？ 成效几何？

陈俊光：近年来，全省加大林业生
态扶贫力度，全力推进国土绿化提质增
效，实施精准造林，近三年每年都完成
造林更新 300 万亩以上。 着力实施区
域生态保护修复，全力推进建立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全
力推进广东南岭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加
强新一期沿海防护林体系和生物防火
林带工程建设， 推进雷州半岛生态修

复， 积极落实和提升生态公益林标准。
全省全面实施乡村绿化美化建设，绿化
美化乡村 7992 个。 今年将再绿化美化
乡村 1385 个，全省认定 600 个国家森
林乡村，完成 253 个省级扶贫村的乡村
绿化美化建设， 建成 50 个绿美古树乡
村、50 个绿美红色乡村。

大力发展林业产业，积极推进林
业产业扶贫。 因地制宜扶持贫困村、
贫困户大力发展以林下种植、养殖和
相关产品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等
为主的林下经济，积极推进林下经济
示范基地建设。 广东省已创建国家级
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14 个、 省级林下
经济示范基地 110 个、省级林下经济
示范县 28 个， 认定国家级重点林业
龙头企业 28 家、 省级林业龙头企业
242 家， 创建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 5
个， 建设国家森林康养基地 5 个、省
级森林康养基地 20 个， 评定省级林
业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30 家、 示范家
庭林场 10 家。

此外，在精准扶贫方面，省林业局
于 2016 年 4 月正式进驻湛江雷州市
揖花村开展扶贫工作，打造“六业、六
园、一堡垒”，扎实有效完成脱贫攻坚
各项任务。2019 年，揖花村已实现脱贫
摘帽。

生态产业两手抓———省林业局局长陈陈俊俊光光接受羊城晚报记者
专访，谈脱贫攻坚关键路径

凭借优越的生态条件 ，江门以 “旅游+ ”助推
精准扶贫。 图为新会生态奇观“小鸟天堂”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汤铭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