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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

性工程，今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作为

全国扶贫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和全国脱贫

攻坚主战场的四川进展怎么样？9月 9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成都举行四川脱贫攻

坚新闻发布会，来自境内外 39家媒体的记

者参会。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作主发布并

回答媒体记者提问，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

尹力回答有关提问。

彭清华在作主发布时首先代表四川省

委、省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四川脱贫

攻坚事业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兄

弟省份、社会各界、海内外人士和媒体朋友

表示衷心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四川基本省

情。他说，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

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

任、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紧

扣“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下足“绣花”功夫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取

得了决定性成效。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从 2013 年底 625 万减少到 2019 年底 20

万、年均减少 100万以上，贫困发生率从

9.6%下降到 0.3%，甘孜、阿坝、凉山所有涉

藏贫困县全部摘帽，四川省连续 4年在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被综合评价为

“好”的等次。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几年是四

川减贫进度最快、脱贫成效最好、贫困群众

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从基本温饱到吃穿不

愁、贫困群众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从

交通闭塞到内联外畅、贫困地区基础条件

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缺医少学到全面保障、

贫困地区社会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产

业匮乏到百业竞兴、贫困地区发展动能发

生了巨大变化，从陈规陋习到文明新风、贫

困群众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彭清华说，四川脱贫攻坚成效是全国的

一个缩影，它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向贫困宣战的宏伟实践，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这场宏伟实

践，集中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持

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和消除绝对贫困的坚

定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对贫困群众充满深厚

感情，十分关心四川脱贫攻坚，2018年春节

前夕深入大凉山腹地贫困彝区视察指导并

在成都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

会，2019年新年贺词中还深切牵挂看望过

的彝族贫困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为民

情怀、必胜的攻坚决心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为

全党作出了表率，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向贫困宣战。这场宏

伟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

有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

党中央一声令下，从中央到地方层层立下军

令状，全国上下迅速响应，各级党组织全力

以赴，在全社会形成了脱贫攻坚的强大合

力。脱贫攻坚帮扶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前所

未有，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显示了中国共

产党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体现了社

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这场宏伟实践，雄辩

证明了中国人民具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

无穷智慧和力量。这些年脱贫攻坚战打下

来，不论是本地党员干部，还是外来帮扶干

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大家舍小家为大家、一

块苦一块累一块干，无怨无悔、无私奉献，模

范践行初心使命，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作

出了突出贡献。

彭清华说，脱贫攻坚战即将全面收官，

目前四川省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任务

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最后的查漏补缺和

收尾收口工作。我们有信心、有决心、也有

底气冲刺“最后一百米”，如期全面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向习近平总书记、向党中央、

向全省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随后，媒体记者围绕攻克凉山深度贫困

堡垒、应对疫情对脱贫攻坚的不利影响、开

展“两不愁三保障”回头看大排查及发现问

题整改落实、深入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做

好易地扶贫搬迁及后续帮扶工作、解决相对

贫困问题等踊跃提问。彭清华、尹力坦诚回

应，用翔实的数据、鲜活的实例一一作答。

四川省委常委、秘书长王一宏参加发

布会，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

人胡凯红主持发布会。现场还同步举办了

以“脱贫攻坚看今朝”为主题的展览活动。

发布会结束后，国务院新闻办组织中外媒

体采访团前往凉山州开展集中采访。

据四川日报

央行 9日公告称，为维护银

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周三以

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1200亿元

逆回购操作，期限为 7天，中标

利率为 2.2%。鉴于当日有 200

亿元逆回购到期，人民银行全天

实现净投放 1000亿元。自此，央

行已连续 24个工作日开展逆回

购操作。

根据Wind数据显示，自 8

月 7日至 9月 9日，央行逆回购

累计操作量达 2.65 万亿元，其

中包含 7 天逆回购 2.49 万亿

元、14天逆回购 0.16万亿元。在

此期间，累计有 2.06万亿元逆

回购到期，故央行实现净投放

0.59万亿元。

对此，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

析师王青表示，近期央行连续开

展逆回购、向市场补充流动性的

原因或有两个：一是 8月以来地

方政府专项债恢复大规模发行，

对市场流动性“抽水”效应明显，

需要央行加大流动性注入给予

护航。二是近期市场资金利率已

回升至政策利率（央行 7天期逆

回购操作利率）附近。但受压降

结构性存款等监管政策影响，同

业存单利率持续上行，这也反过

来给市场资金利率带来了一定

的上行压力。为稳定市场预期，

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

率平稳运行，央行近期连续开展

逆回购操作。 据经济参考报

9 月 7 日，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石子镇宏展粮油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伴着收割机阵阵的轰鸣声，四川省内江市首次使用无人机播种的水稻试

验示范片迎来了收获季。

当日，四川省种子站组织专家、教授对内江市农科院水稻所在宏展粮油专业合作社实施的稻渔模式水稻无人机直播百亩生产片进行了田间现

场考察和产量验收，示范片最高田块单产达 807.4 公斤，创内江市水稻无人机播种模式的高产纪录。

据悉，该示范片面积 186 亩，品种选用国标二级优米、四川省第六届“稻香杯”获奖品种内 6优 107，于今年 4月 22 日实施稻渔无人机直播。

从播种到田间管理再到丰收，东兴区宏展粮油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洪兵见证了全过程。他说，无人机水稻直播大大减少了他们的工作量，不仅

缩短了播种时间，效率也提升了。另外，直播稻种亩用量比手工播撒的用量更节省，而且能保证水稻的种植密度均匀，出芽率高，产量十分理想，合

作社种植水稻的经济效益也变得更高。

据内江市农科院水稻所所长陈勇介绍，在该示范片实施稻渔模式下水稻无人机直播和病虫草害综合防控轻简化种植技术，提升了稻田综合效

益，增加了新型经营主体的收益，实现了川中稻田提质增效的目标，适应了水稻生产新形势需求，应继续加快推广。

近年来，内江市农业科研部门探索全程机械化耕种收高效生产方式，实施“稻 +渔”综合种养，采用“政府 +科研部门 +专合社 +米业公司”的

运行模式，加快推进优质农产品示范基地建设，全面提升稻米、水产品的质量和产量，有效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优质农产品的供给。

黄正华 特约记者 兰自涛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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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在蓉举行
四川脱贫攻坚新闻发布会

央行开展 1200 亿元逆回购

第十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
博览会开幕

9 月 9日在贵阳国际展览中心，第十

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线上活动

启动，贵州酒类博览会开幕。

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孙志刚宣布开幕。贵州省委副书记、省

长谌贻琴，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中国贸

促会副会长柯良栋，主宾省湖南省副省

长何报翔致辞。主宾国希腊农业发展和

食品部部长马基斯·沃里季斯、国际葡萄

与葡萄酒组织总干事保罗·罗卡·布拉斯

科、国际酒企代表达立奥·梅内戈立视频

致辞，贵州茅台集团负责人发言。部分

驻华使领馆官员和国外知名酒企负责人

发来寄语视频。省领导刘晓凯、赵德明、

孙永春等出席。副省长胡忠雄主持开幕

式。

受孙志刚书记委托，谌贻琴在致辞中

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

欢迎和感谢。谌贻琴说，中国（贵州）国际

酒类博览会自 2011年举办至今，已经走

过十年历程，成为一坛芳香浓郁、回味悠

长的“十年陈酿”。这坛“十年陈酿”，见证

和推动了世界酒行业的合作共赢。10 年

来，共有境内外 15 万家采购商、1.4 万家

参展企业与会，达成贸易总额 1.2 万亿

元；见证和推动了贵州酒产业的快速壮

大。10年来，贵州强力推动酒产业全产业

链发展，全省酒产量达到 27.4万千升、规

上工业增加值 1089亿元、利润近 600亿

元，分别增长了 2倍、6.8倍、6.7倍。贵州

白酒以全国 3.5%的产量，实现了全国

42.4%的利润总额，保持全国白酒行业第

1位；见证和推动了贵州脱贫攻坚的伟大

奇迹。10年来，贵州充分发挥酒产业的带

动作用，为脱贫攻坚作出了巨大贡献。全

省贫困人口从 2012年的 923 万人减少到

去年底的 30.83 万人，由全国贫困人口最

多的省份转变为全国减贫人数最多的省

份，见证和推动了贵州发展的赶超跨越。

10年来，贵州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大力实施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

略行动，全省经济增速连续 9 年位居全

国前 3、连续 3 年位居全国第 1 位，经济

总量从全国第 26 位跃升至第 22 位。贵

州取得的成绩，被习近平总书记赞誉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前

进的一个缩影。

谌贻琴说，世界白酒看中国，中国白

酒看贵州。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背景下，我们将在生产、流通、消费等各

环节与各方紧密合作，携手构建全球酒

产业共商、共建、共享的循环发展新格

局。贵州将精心酿造世界一流酒产品，精

心培育世界一流酒企业，精心发展世界

一流酒产业，精心建设世界一流酒产区。

□刘宏彬 本报记者 吴文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