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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2020 年脱贫 7017 万人

其中多举措脱贫 5000 万人 社保兜底 2000 多万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 11 月 23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关于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意见》，听取关于巡视 55 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有关情况的专题报
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数据
我国现有贫困人口
7017 万人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
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使 7 亿农
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把扶贫开发工
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
精准扶贫，开创了扶贫开发事
业新局面。
但是，贫困问题仍然是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短
板。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
2014 年年底，我国仍有现行标
准下的贫困人口 7017 万人。

路径 多举措脱贫5000万 社保兜底2000多万
针对目前的 7000 余万贫
困人口，会议要求，到 2020 年
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
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
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
等措施解决 5000 万左右贫困
人口脱贫，完全或部分丧失劳

动能力的 2000 多万人口全部
纳入农村低保制度覆盖范围，
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
此前，
中央已经提出通过扶
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
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
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
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
批的
“五个一批”
脱贫路径。

监督 党委政府要逐级立下军令状
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贫
困地区的党委和政府，要逐级
立下军令状，层层落实脱贫攻
坚责任。要加强财政监督检查
和审计、稽查等工作，建立扶贫

资金违规使用责任追究制度。
纪检监察机关对扶贫领域虚报
冒领、截留私分、贪污挪用、挥
霍浪费等违法违规问题，坚决
从严惩处。综合新华社电

将机器人和智能制造
纳入科技创新优先重点领域
习近平李克强祝贺 2015 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
据新华社电 2015 世界机器人大会 23 日在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
祝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作出批示，
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
2015 世界机器人大会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12 个机器人
国际组织，58 家国内科研机构参与大会。

随着信息化、工业化不断融合，以机
器人科技为代表的智能产业蓬勃兴起，
成为现时代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将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纳入了国家科
技创新的优先重点领域。
——习近平致信大会表示祝贺

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
网＋”、
“中国制造 2025”，这将有力促进
机器人新兴产业的成长，创造世界上最
大的机器人市场。
——李克强作出批示表示祝贺

国务院部署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

跨地区跨部门联动
保护消费者权益
据新华社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
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全面
部署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
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增
加新供给，
满足创造新消费，
形成新动力，
并提出四方面具体措施。
一是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制
度创新，破除阻碍消费升级和
产业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维
护全国统一市场和各类市场主
体公平竞争；
二是改善市场信用环境，
搭建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
交换平台，推进跨地区、跨部门
信用奖惩联动；健全消费者权
益保护机制，完善和强化消费
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快出

台增设口岸进境免税店的操作
方法，扩大 72 小时过境免签政
策范围；
三是创新并扩大有效供
给，引导企业更加积极主动适
应市场需求变化，实施企业技
术改造提升行动计划；
四是系统调整财税、金融、
投资、土地、人才和环境政策，
形成有利于消费升级和产业升
级协同发展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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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选出 431 个民选议席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五届区议会选举 23 日约 6
时完成计票工作，
431 个民选议
席全部产生，投票率达约 47%，
总投票人数超过 146 万，
均创历
届区议会选举的最高纪录。
第五届区议会选举投票自
22 日上午 7 时 30 分开始至当晚
10 时 30 分结束，
历时共 15 个小
时，全港 495 个一般投票站及
24 个专用投票站当日向 312 万
名登记选民开放投票。

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骅
法官表示，本次计票用了约 6
个半小时。
此次选举香港 18 个区共设
有 431 个民选议席，此前已有
68 个选区的候选人自动当选。
第五届区议会将全面取消
委任议席，并增加民选议席，全
部议席将由 431 名民选议员和
27 名当然议员，共 458 名议员
组成，较第四届区议会减少 49
名。

贵阳住建局长
因保障房问题被免职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3 日从
贵阳市委宣传部获悉，
针对保障
房因配套设施滞后导致不能如
期竣工投用问题，
贵阳市启动问
责程序，
决定免去刘朱贵阳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职务。
审计署 2015 年 9 月发布的
审 计 报 告 显 示 ，贵 阳 市 有
30855 套已建成的保障房由于
供电、排污、市政道路配套建设

滞 后 等 原 因 ，未 及 时 投 入 使
用。这一情况经媒体曝光后，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贵阳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安
九熊此前表示，
将全面加快整改
工作力度，确保整改质量和时
效，
尽快完善 30855 套保障房配
套设施建设，
在确保工程质量的
前提下，2016 年 6 月 30 日前达
到竣工验收及分配入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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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

全民参保登记试点
要扩大到全国 50%的地区
三部委：
11 月 23 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由现代机器人教父石黑浩教授制作的美女机器人 Genminoid F 现身 2015 世界机器
人大会展览区。L 东方 IC

我国研发投入强度
连续两年超过 2%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