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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孙少龙 王子铭）兜
底保障担负着脱贫攻坚的底线任务，是解决贫中之贫、困
中之困、艰中之艰的最后防线。

如何做到兜底保障“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23日
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等部
门有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救助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救助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我国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的托底性、基础性制度安排，主要解决困难群众在吃
饭、穿衣等基本生活方面的问题。

“随着全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低保
的救助水平在稳步提高。”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在发
布会上说。

长期以来，民政部督促指导农村低保标准低的地方
稳步提高标准，推进实现农村低保标准与国家扶贫标准

“两线合一”。据唐承沛介绍，目前全国市县一级的农村
低保标准全部已经达到或者超过扶贫标准，贫困户纳入
低保后，基本可实现吃穿“两不愁”。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当前我国农村低保平均标
准为每人每年5842元，全国共有2004万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纳入低保或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其中老年人、未成
年人、重病患者、重度残疾人占67%。

近年来，个别地区低保政策在政策执行、监督管理等
方面出现漏洞，存在“人情保”“关系保”等问题，引发社会
广泛关注。

对此，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刘喜堂表示，从2018
年开始，民政部连续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治理，整治违规行
为、通报典型案例，始终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

“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刘喜堂说，今年上半年，民
政部公布了全国3700多个接受投诉举报的社会救助热
线电话，让群众来监督社会救助工作。今年前三季度，民
政部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共接到群众来电533个，已全部
转办处理。地方各级社会救助服务热线接到群众来电
33.8万个，也已全部办结。

聚焦特殊困难群体精准施策聚焦特殊困难群体精准施策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农区贫困老人贡琼年事已
高，无法从事生产劳动，身边也无人照顾。去年，老人搬
进了城里的养老院，每年还能领几千元补贴。

这是我国聚焦老、幼、病、残等特殊困难群体，精准施
策的一个缩影。

——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
者，单独纳入低保兜底范围，实现“应保尽保、应兜尽兜”。

——全面落实救助保障政策，确保特困人员、孤儿、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流浪乞讨人员“应养尽养、应救尽救”。

——建立健全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做到“应补尽补、应助尽助”。

——积极落实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关
爱服务政策，做到“应帮尽帮、应扶尽扶”。

唐承沛介绍，当前我国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分别惠
及困难残疾人1153万人、重度残疾人1433万人。同时，
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实现全覆盖。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失业等问题，民政部门也
开展了针对性应对，如向生活困难但有关政策未覆盖到
的失业农民工等失业人员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等。据
刘喜堂介绍，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共实施临时救助746万
人次，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幅达到56%。

记者了解到，针对湖北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
资金支持力度也相应加大。中央财政今年困难群众救助
补助资金分配给湖北省的涨幅达到38%，补助总金额达
89.7亿元。

持续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持续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三区三州”长期以来属于深度贫困地区，被认为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当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位于甘肃省中部
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便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

在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活方面，临夏州有何措施？
此次发布会上，临夏州民政局局长董秀芳介绍，当地持续
优化政策供给，连续三年提高农村低保和特困供养标准，
农村低保标准每人每年达4428元。

从建立困难群众动态管理监测预警机制，到落实临
时救助；从建立县乡干部定期走访制度，到推行“物资+
资金+服务”救助模式……

董秀芳表示，临夏州对因病、因灾、因学、因残以及因
疫情造成临时性困难的家庭落实临时救助，累计救助85.2
万多人次；对905名特困供养人员实施集中供养，对7781
名分散供养对象全部签订监护照料协议，明确监护内容。

越是脱贫成本高、攻坚难度大，越要超常规发力。
在中央明确要求下，新增脱贫攻坚资金、新增脱贫攻坚
项目、新增脱贫攻坚举措主要都用在了“三区三州”等
深贫地区。

“2019年、2020年新增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8.2
亿元，全部安排到‘三区三州’等深贫地区。”唐承沛表示，
民政部实施深贫地区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建
设改造行动计划，不断集中优势资源，为“啃下最难啃的
硬骨头”提供有力保障。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 马
卓言）在23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中韩青年交
流、在日大熊猫、美国退出《开放天空
条约》以及阿富汗安全形势等回答了记
者提问。

积极支持中韩青年加强交流合作
中国驻韩国使馆和韩国韩中城市友

好协会19日在首尔共同主办了“2020中
韩友好青年论坛”活动，赵立坚回答有关
提问时说，中韩两国地缘相近，文缘相
通，人缘相亲。“我们希望两国青年能继
承中韩友好的传统，为开辟两国关系更
加灿烂的前景做出积极贡献。”

“中方愿同韩方一道，积极支持两国
青年加强交流合作，助力双边关系进一
步向前发展。”赵立坚说。

熊猫宝宝将成为中日友好的见证者
位于日本和歌山县白浜町的休闲乐

园“冒险世界”22日宣布，大熊猫良浜当
天产下一只雄性熊猫宝宝，赵立坚为此
送上祝福，“祝愿熊猫宝宝在日本健康成

长、幸福生活。借此机会，我也感谢所有
关心爱护这只熊猫宝宝的‘熊猫粉’们！”

赵立坚说，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和名
片，深受各国人民喜爱，也是当之无愧的
友好使者。1972年，大熊猫“康康”和“兰
兰”远渡重洋，在日本掀起了熊猫热潮。
近 50 年来，熊猫为促进日本民众对华
了解，促进中日民间友好发挥了独特而
重要的作用。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相
信这只在疫情期间诞生的熊猫宝宝将为
日本人民带来快乐，也将成为中日友好
的见证者。
评美国退出《开放天空条约》：深表遗憾

美国政府22日宣布，即日起美国正
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赵立坚回答有
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对美方不顾国际社
会反对，执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深表
遗憾。

赵立坚说，美国此举损害相关国家
间的军事互信和透明，不利于维护有关
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对国际军控与裁军
进程也将产生消极影响。美方应认真对

待俄罗斯等缔约国和国际社会的关切，
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动辄退约不是一个
大国应有的态度和做法。

向阿富汗袭击遇难者表示哀悼
有记者问：11 月 21 日，阿富汗首

都喀布尔连遭两波共 23 枚火箭弹袭
击，造成至少 10 人死亡、51 人受伤。

“伊斯兰国”宣称对袭击负责。我们注
意到，自美国匆忙撤军以来，阿安全形
势愈加严峻，近期武装暴力活动频发，
严重威胁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中方谴责有关针对平民的袭击，
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
者表示慰问。”赵立坚说。

赵立坚说，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阿
富汗政府和人民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
家稳定和人民安全。“我们愿同国际社会
一道，共同推动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稳
定。中方呼吁外国军队以有序、负责任方
式自阿富汗撤离，避免恐怖势力趁机坐
大，同时助力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

新华社台北11月23日电（记者 吴
济海 傅双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的签署备受台湾社会关注，各
界连日来对台湾未能及时加入表达忧
虑 。 民 进 党 当 局 却 称 台 湾 不 能 加 入
RCEP，是因为大陆设下要求台湾接受

“一国两制”的障碍，阻断台湾加入。对
此，岛内舆论认为，这是民进党当局在制
造假信息带风向、找借口。

台湾中华大学讲座教授尹启铭23日
投书媒体指出，两岸2010年6月底签署两
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有了
ECFA作为基础，台方陆续和RCEP成员
中的新西兰和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协
定，和RCEP其他成员也在进行洽商。但
由于当时在野的民进党在立法机构蛮横
反对两岸所签服务贸易协议，发动反服

贸学运力阻该协议，终使ECFA后续推动
中断，导致台湾与RCEP其他成员洽签自
由贸易协定的机会丧失。台湾未能加入
RCEP，就是现在的民进党当局造成的。
尹启铭认为，把台湾未能加入RCEP怪到
大陆头上，是典型的制造假信息带风向。

对于民进党当局经济主管部门官员
称加入 RCEP 会被要求遵守“一国两
制”的说法，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日前受访表示，经济主管部门根本就在
说一些不存在的障碍。他在社交媒体发
文指出，这种充满意识形态的见解，实
在令人担忧。

马英九指出，当年两岸服务贸易协
议在民进党与反服贸学运的恶意阻挡下
无法通过，为两岸经贸关系平添嫌隙，
成为两岸务实探讨共同参与区域经济整

合的绊脚石。他说，事实证明，民进党
执政4年多来，在恶化的两岸关系下，台
湾在区域经贸整合的路上寸步难行，不
断被边缘化。

台湾“大华网路报”日前发文指出，
蔡英文当局 2016 年上台时曾承诺要“积
极参与”RCEP，现在无力兑现，却搬出
所谓寻求加入会掉进“一国两制”来作
为借口。“反中仇陆”“脱中倾独”的意
识形态成了台湾在区域经济整合中被边
缘化的遮羞布。文章指出，事实上，民
进党当局过去4年多里，根本没有对参与
RCEP做出实质努力。

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赖正镒日前表
示，台湾加入RCEP的关键就在两岸关
系，而改善两岸关系的关键是承认“九
二共识”。

新华社香港11月23日电 香港特区
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23日宣布，正式
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以加强
推动和协调特区政府有关大湾区建设的
工作。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由袁民忠
出任。

发言人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
公室是特区政府与中央、省市当局，以及
澳门特区政府的主要联系单位。办公室
主要工作包括加强特区政府就参与大湾
区建设的内部协调及为行政长官主持的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督导委员会提供秘书

处支援；促进与本地利益相关者的交流
和合作，收集他们对推进大湾区建设所
提供的机遇及相关政策措施的意见；加
强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港
澳事务办公室等中央部委，和广东省政
府、澳门特区政府及大湾区主要城市的
市政府及其所设的大湾区建设办公室等
紧密联系，以及通过策略性的宣传推广
活动，加深社会各界对大湾区建设和为
香港市民和企业带来重要机遇的认识。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发言人表示，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

的重大发展战略，也是香港在疫情后恢
复经济动力的重点方向。通过进一步深
化粤港澳合作，大湾区建设的目标是推
动大湾区经济协同发展，发挥互补优势，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

为加强香港特区政府积极参与大湾
区发展，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 2018
年施政报告中宣布成立高层次的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督导委员会，由行政长官担
任主席，成员包括所有司局长。政制及
内地事务局会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
公室，并委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

详解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工作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这 是 殷
墟遗址博物
馆效果图（资
料照片）。河
南安阳殷墟
遗址博物馆
23 日正式开
工建设。两
年后，这里将
向公众全面
呈现三千多
年前辉煌灿
烂的殷商文
化内涵。

新 华 社
发（安阳市文
物局供图）

台湾舆论台湾舆论：：民进党当局在制造假信息带风向民进党当局在制造假信息带风向

香港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香港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

殷墟遗址博物馆开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