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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
侯雪静）23日，贵州省宣布剩余的9
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我
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
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
响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
上的奇迹。

按照贫困县退出的有关政策规
定，贫困县退出以贫困发生率为主要
衡量标准，原则上贫困县贫困发生率

降至 2%以下，西部地区降至 3%以
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一组织
退出贫困县的检查，并对退出贫困县
的质量负责。贫困县退出以后，国务
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部门及相关力量对退出情况
进行抽查，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检
验。已经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和贫
困户在脱贫攻坚期内，有关扶持政策
不变。

2017年2月26日，江西省井冈山
市宣布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截至
2016年年底，井冈山市贫困发生率降

至1.6%，是我国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
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

发展产业、易地搬迁、生态补偿
……每个贫困户脱贫背后，都是一
个系统工程、一场需要拼搏的硬
仗。自 2013 年以来累计减少贫困
人口 9300 多万，年均减贫 1000 万
以上，经过今年的努力，剩余贫困人
口将如期脱贫。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中华民族
彻底摆脱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的
千年梦想，即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
实现。

贵州省宣布剩余的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我国所有贫困县全部脱贫

如何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权威部门详解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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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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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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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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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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孙少龙 王子铭）

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
发展论坛在乌镇开幕

新华社杭州11月23日电（记者余俊杰 魏
董华）“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23日
在浙江乌镇开幕，聚焦数字赋能、共创未来，携手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本次论坛围绕疫情科学防控、助推数字经济
与科技创新、助力复工复产等主题，邀请来自国内
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互联网领域领军企业的重
要嘉宾，开展富有全局性、前瞻性的思想交流，回
应国内外普遍关切，引领数字技术创新趋势。据
悉，共有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代表
参会。

论坛举办期间将发布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世界互联网发展报
告2020》。蓝皮书就中国与世界互联网发展态势
进行全面研究和分析，为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
提供思想借鉴和智力支撑。

据主办方介绍，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本次论坛以“线下+线上”形式开展各项活动，
在乌镇设置实景会场，无法到现场的嘉宾可线
上参会。

据了解，此次论坛将持续至11月24日，同期还
将举办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互联网之
光”博览会、“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等活动。

广电总局加强网络直播管理

封禁未成年用户打赏功能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白瀛）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23日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秀场
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要求网络秀场直
播平台要对网络主播和“打赏”用户实行实名制
管理，要通过实名验证、人脸识别、人工审核等措
施，确保实名制要求落到实处，封禁未成年用户
的打赏功能。

上海浦东机场对17719名相关人员
开展核酸检测

发现1例新冠确诊病例
据新华社上海11月23日电（记者袁全）来

自上海市卫健部门23日最新消息，11月22日晚
浦东机场对17719名相关人员开展核酸检测，发
现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章某，男，36岁，系位于浦东机场西区货运站
的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作人
员。23日下午，经上海市、浦东新区疾控中心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经上海市级专家
会诊，结合临床、影像学表现和实验室核酸检测结
果，章某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目前，已初步排查到该病例密切接触者17
人，正在落实集中隔离和采样检测。

广告·热线：66810888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相关单位：一、耕作层土壤剥离
利用方案编制单位（1.江东新区振家溪水系修复工程；2.江东新区潭
览河水系修复工程；3.江东新区塔市支渠（中游）水系修复工程；4.江
东新区道孟河水系（海文高速上游段）修复工程）；二、海口湾生态整
治与修复项目海洋环境监理服务单位；三、海口市白水塘生活垃圾
转运站升级改造项目（1.施工图审单位；2.施工、监理招标代理单位；
3、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服务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于报名时间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委托书以及业绩实力
等相关材料到我司项目部报名了解详情，以便我司开展筛选工作，
确定拟采购对象。截止2020年11月26日17点30分，停止报名，逾
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
孵化中心2单元7楼

联系人：伍工 68617692

关于邀请参与耕作层土壤剥离
利用方案编制等服务的公告

盛达景都三期三区C0610地块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北
侧美苑路东侧。项目于2017年3月通过规划许可，批建内容为6栋
地上1-31层，地下2层住宅、商业楼及幼儿园，现建设单位申请对建
筑单体平面功能及外立面造型进行调整。并增设应用太阳能热水
系统，拟补偿建筑面积840.14m2。经审查，变更方案各项规划指标
符合控规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
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11月24日至12月7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2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盛达景都三期三区C0610地块

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2020〕15765号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
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
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竞买申请人须单独申请，本
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具有
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

（一）在海南省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
（二）在海南省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

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20年11月24日至2020年12月22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或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权益和开发利用室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11月24日至2020年12月22日到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或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提交书面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
间为2020年12月22日17时。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12月22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 地块挂牌时间为2020年12月
14日08时30分至2020年12月24日15时3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
（二）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
（三）项目规划条件必须符合我县所在片区的总体要求和海南中

部（琼中）绿色产业园区产业布局规划，该宗地用于建设农产品加工项
目，地块投资强度指标均不低于175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不低于165
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不低于8.7万元/亩，提供就业岗位50个；竞得
人须在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注册公司开发地块。上述地块开发
约定纳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四）竞得人须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10日内与海南中部（琼中）

绿色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并严格按照协议中约定的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
约责任。

（五）竞买成功后，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出让地块的
定金，并可抵作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成交价款。未竞得人交纳的
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活动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利息。

（六）竞买成功后，竞得人须当即签订《成交确认书》，并于成交后在
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10日内与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出让
合同约定方式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财政非税收专户付清全部土地成
交价款。

（七）其他费用缴付。竞得人申请办理用地手续及《不动产权证书》
涉及的其他税费按相关规定自行向有关部门支付。

（八）根据《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主要环节管理规定（暂行）》，总
建筑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建
商业、办公等公共建筑项目，具备条件的全部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

（九）该地块须按城乡规划要求进行开发建设。
（十）开发建设期限：竞得者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之日起90日内动工建设，自动工之日起2年内完成项目的开发建
设。如未按期完成计划投资建设和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的，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十一）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14:30-17:30）
受理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

（十二）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十三）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

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九、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898-86225309 0898-68538965
联系人：赖先生 金女士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24日

琼自然资告字〔2020〕12号
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北区，编号为QZ—2020013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
编号
QZ—

2020013

宗地
位置

湾岭农产品加工
物流园北区

面积

13753.44平方米
（20.63亩）

容积率

1.0≤F≤2.0

建筑
密度

≥30%
绿地率

10%≤G≤20%

出让
年限

50年

土地
用途
工业用

地

建筑
高度

≤24米

挂牌起始价
（万元）

273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73

加价幅度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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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执379号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海口银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
行人海南绿山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典当合同纠纷一案。该案在
仲裁过程中，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
(2016)琼0106财保128号民事裁定，保全查封被执行人海南绿
山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滨涯村花满溪3号楼(闻
溪庭)的13F01、13F02、13F03、13F05、1501、1503、1505、1803、
1805、1901、1903、1905、2001、2002、2003、2005、2102、2103、
2105、2201、2202、2203、2205号房产及4号楼(悠然庭)的903、
1003、1103、1203、1303、1305、13F02、13F03、13F05、1502、
1503、1602、1603、1605、1702、1703、1802、1803、1902、1903、
2002、2003、2005、2201、2202、2203号房产。在执行过程中，本
院以(2019)琼01执379号执行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续行查封
上述房产。现本院拟依法对上述49房产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
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
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执行异议及
相应证据材料，否则，本院将对上述房产依法予以处置。特此公
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23日

久悬账户公告
五指山联合日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岭南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五指山市粮油总公司、五指山市南圣军粮供应站、
五指山市畅好粮食管理所、五指山市毛阳粮食管理所、五指山
市番阳粮食管理所、保亭县保城粮食管理所、保亭县什玲粮食
管理所、保亭县加茂粮食管理所、保亭县响水粮食管理所、保
亭县三道粮食管理所：

上述账户连续1年未发生收付活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请贵单位在30日内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五指山市支行确认
该账户是否使用，逾期未确认且未提出合理理由的，根据人民
银行的相关规定，我行将认定该账户为久悬账户。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五指山市支行
2020年11月23日

关于《海口江东新区离岸创新创业组团控制性详细
规划》JDLA-02单元控规局部修改更正的公示启事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江东新区离岸创新
创业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LA-02单元控规局部进行用地、路
网修改更正。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
公示。1.公示时间：15天（2020年11月24日至12月8日）。2.公示
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
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发送至
hksjdglj@163.com。（2）书面意见邮寄至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
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
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35。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0年11月24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行《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配
套区移民安置地块规划条件论证及单元管控报告》公示启事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局拟按程序编制海南
文昌航天发射场配套区移民安置地块规划条件修改及单元管
控。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20年11月24日至2020年12月23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3、公示意
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com。（2）书面
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和建议
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24日

海南新京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第20201206期）

我司受海南省职业教育实训中心的委托，定于2020年12
月06日上午10时公开拍卖：海口市海秀东路14号海南省职
业教育实训中心临街共计15间商业铺面租赁权，商铺面积合
计1476m2，其中：临海秀东路主楼底层11间合990m2、二层一
间290m2（和底层14-12号铺面连租），临大英菜街底层两间
56m2；临大英菜街二层一间140m2。具体标的分别为：14-1
号、14-2号、14-3号、14-4号、14-5号、14-7号、14-8号、
14-9号、14-10号、14-11号、14-12号、14-12-1号、14-13
号、14-14号、14-15号，商铺面积31m2至290m2大小不一，起
拍价为每平方米每月租金单价，承租时间为60个月。（具体明
细参见“京海拍卖”微信公众号）

竞买须知：1、竞买人须为企业法人，注册资本不低于300
万元，具有10家以上连锁门店证明材料；2、不接受餐饮、娱乐、
加工、制造等业态入驻；3、现有商户有优先承租权；4、每个竞
买人仅限竞拍一个标的，多拍无效；5、租赁权计算日期以《房
屋租赁合同》约定的时间为准；6、竞卖保证金10万元；7、保证
金信息：户名：海南新京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建
设银行海口世贸支行，账号：46050100333600000440，保证
金以到账为准；8、展示和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至拍卖日前17时止；9、请关注“京海拍卖”微信公众号，在“在
线报名”菜单里上传竞买材料。

拍卖地点：海口市龙华区文华路海南君华海逸酒店三楼君华厅
公司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世贸中心F座906
电话：0898-68520771 68534238 18889289611(同微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