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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我区印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采取多项
有力措施，全力以赴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持续抓实抓细安置区
疫情防控工作

通知要求，要坚持紧抓疫情防
控不放松，持续把群防群治、联防
联控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防治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重要举措，进
一步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严格实行
安置点封闭式网格化管理。

与此同时，各地要保障贫困搬
迁户基本生活。对孤寡老人、行动
不便困难群众，采取干部帮扶和志
愿者服务措施；对暂时无产业就业
帮扶导致生活困难的易地搬迁建档
立卡贫困户，可以在迁入地申请6个
月的低保救助，迁入地乡镇（街
道）及时受理，及时审批纳入；对
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的搬迁贫困户，当日落实临
时救助，按最短时限纳入最低生活
保障对象。继续组织蔬菜、大米、
油盐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安置点，保
障搬迁群众基本生活。疫情期间，
各地要畅通搬迁群众救助反映渠
道，推行“互联网+社会救助”方
式，对新申请低保、特困、临时救
助的，可采用电话、微信等非接
触、远距离灵活方式开展核查工

作，实行在线申请、在线审批，待
疫情解除后再补办线下手续，减少
人群聚集和感染风险。

着力解决搬迁群众
就业创业

通知规定，各地要尽快组织安
置点扶贫车间及附近工业园区企业
有序复工。对今年3月31日前复工复
产的就业扶贫车间，在6月30日前吸
纳搬迁户劳动力就业的，带动就业
补贴提高至2000元/人。结合开展东
西部扶贫协作、定点扶贫等，引导
援助方聚焦大型集中安置区，对口
援建一批劳动密集型、生态友好型
扶贫车间。引导农产品加工产能向
安置区周边集聚，提升安置区农产
品加工业发展水平。将有条件的安
置区纳入产业园体系，推动搬迁户
与带贫主体建立稳定紧密的利益联
结机制。支持安置区配套产业开展
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
证，减免认证登记费用。

各地要充分利用粤桂扶贫劳务
协作机制，开设广东等省客运专
班，组织搬迁户劳动力返岗复工。
开展劳务对接，摸清企业复工、用
工需求，及时向搬迁户劳动力发布
企业开复工和岗位需求信息，推行
网络招聘方式，提供线上就业服
务，切实做好搬迁户劳动力就业帮
扶工作。凡在今年2月至6月期间赴
区外务工或在当地扶贫车间、企业
就业的搬迁户劳动力，按照疫情期

间工作月数，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
200元稳岗补贴；对前往广东等外省
务工的搬迁户劳动力发放交通补
贴。各地安置点要结合当前疫情防
控需要，新增开发保洁环卫、防疫
消杀、测温员、社区巡查、卡点值
守等社区临时性岗位，以及开发其
他扶贫岗位，促进搬迁户劳动力就
业。

全力以赴加快
安置点配套设施建设

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
下，各地要简化相关手续，加快大
型安置点教育医疗配套设施项目复
工建设。倒排工期，把施工进度、
投资计划分解到季、落实到月、具
体到项目，抓好施工组织，推动项
目尽早竣工使用。

同时，要统筹推进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抓紧完成通往安置点道
路、供水、排污等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尽快发挥项目效益，提升安置
点服务功能。严格按照规程规范，
加快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竣工验收和
审计结算，确保工程质量安全、资
金安全。

进一步加大
后续扶持资金投入

各地要倾斜支持大型安置点后
续扶持项目建设。在安排项目资金
时，加大对后续扶持任务重、项目

实施成效显著、安置规模800人以上
的大型安置点支持力度，重点支持
安置点配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
施、产业开发和就业培训项目建
设。

各地要组织金融部门主动上门
服务，向安置点所在地就业保障企
业宣传推介金融扶持政策，帮助企
业了解内容、知晓流程，用好用足
各项支持政策。跟踪了解安置区就
业保障企业生产经营需求，充分运
用广西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帮助企
业解决生产经营困难，有序快速推
动就业保障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扩
大产能。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就业
保障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实行贷款
贴息有关优惠政策。

通知明确，各地扶贫搬迁专责
小组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主管部门
要按照通知有关要求，坚决抓好贯
彻落实，把疫情防控期间解决搬迁
群众困难问题纳入当地疫情防控工
作的总体部署，强化属地管理主体
责任，严格落实安置点“八包”责
任，坚持两手抓，同步推进，协同
配合，切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有关
工作，保障搬迁群众基本生活。对
安置点落实疫情防控和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中敷衍应付、作风漂浮，工
作抓而不细、抓而不实等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的，严肃问责；
对不担当、不作为、失职渎职导致
非正常事件发生的，依法依规从严
处理。

据广西新闻网

广西出台措施全力以赴

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本报讯 据《广西日报》报
道， 3 月 16 日，记者从自治区
财政厅获悉， 2020-2022 年，
自治区财政将重点围绕交通、能
源、信息、物流、地下管网五大
工程， 3 年统筹资金 651 . 28 亿
元，推进 2817 个项目建设， 3
年撬动投资 1 万亿元以上。

据悉，自治区财政厅会同
“五网”建设责任部门制定了
《“五网”建设三年大会战补助
资金筹措方案》，按照“市场主
体，政府引导，分级负责，社会
融资”的原则，依法依规、多元
化筹集项目建设资金，统筹中央
资金 183 . 85 亿元、自治区本级
资金 213 . 43 亿元、政府专项债
券资金 254 亿元支持“五网”大
会战建设。

筹措资金 615 亿元构建通达
通畅的交通网。统筹中央车辆购
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 150 亿
元、“四建一通”项目补助资金
65 亿元、高速公路资本金补助
60 亿元等各项资金实施铁路、
公路、水运、民航、城市轨道交
通五类重点项目 104 个， 3 年撬
动投资 4885 亿元，力争到 2022

年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
高速”，形成各种运输方式布局
合理、结构优化、便捷通畅、互
联互通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
网。

筹措资金 16 .93 亿元构建功
能完善的地下管网。统筹中央污
水管网提质增效资金 6 亿元、自
治区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1 亿元
等各项资金，实施污水管网、雨
水管网、供水管网、地下综合管
廊、燃气管网、工业园区地下管
网六类重点项目 2041 个， 3 年
撬动投资 445 亿元，建设改造地
下管网 10200 公里，力争到
2022 年初步形成管网结构完
善、城市运行安全、管理水平先
进、人居环境美好的地下管网。

筹措资金 13 .96 亿元构建泛
在先进的信息网。统筹城乡义务
教育公用经费 4 . 14 亿元、“数
字广西”建设资金 0 .6 亿元、政
府债券资金等各项资金 6 亿元等
各项资金，实施 5G 、互联网、
物联网、其他新型数字设施等六
类重点项目 304 个， 3 年撬动投
资 920 亿元，打造高速、移动、
安全、泛在、优质的新一代信息

网。
筹措资金 3 .3 亿元构建稳定

可靠的能源网。统筹自治区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 2 亿
元、中央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
政补贴 1 . 3 亿元，实施电源、输
配电网、油气管网、充电设施等
四类重点项目 44 个， 3 年撬动
投资 2700 亿元，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网。

筹措资金 2 . 09 亿元构建高
效便捷的物流网。统筹中央优质
粮食工程资金、中央服务业资金、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专项资金
等实施物流园区、物流站场、多式
联运、口岸及保税物流、大宗商品
物流、农产品及冷链物流等十类
重点项目 324 个，3 年撬动投资
1060 亿元，推进 70 个重点物流
园区和 13 个重要物流场站建设，
加快南宁国际铁路港等 20 个多
式联运项目建设，推进广西北部
湾国际生鲜冷链园区等 81 个农
产品及冷链物流项目建设，力争
到 2022 年基本建成面向东盟、对
接粤港澳大湾区、联通西南和中
南地区，运力充分、配置优化、效
率领先、服务优质的物流网。

广西财政统筹六百五十多亿元

支持“五网”建设

3 月 16 日，自治区高速公路发展中心印发通知
要求全区高速公路相关单位、企业进一步做好复工
复产阶段服务区疫情防控工作，全面落实“十严
格”各项措施，撤除湖北籍车辆及人员专用区域，
恢复高速公路服务区正常运行。截至 3 月 17 日，全
区各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已全部撤除所辖高速公
路服务区内设置湖北籍车辆专用停车位、湖北籍专
用厕位和湖北籍旅客专用休息室等区域。

据悉，为减少新冠肺炎疫情通过高速公路服务
区传播的风险，自治区高速公路发展中心根据实际
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服务区疫情防控措施，包括公共
场所环境清洁卫生和消毒，设置防疫服务点，对进
入封闭式综合服务楼和便利店的人员要求检测体温
和扫码进出，人员密集区域采取分隔、分道措施，
设置湖北籍停车位，有条件的可设置湖北籍公厕、
休息室等，为疫情防控起到了积极作用。

目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疫情防控形势大有好转，由于服务区未能及时撤除
湖北籍车辆和人员专用区域引起了误解，自治区高
速公路发展中心已督促全区各高速公路运营公司对
服务区进行立即整改，尽快恢复高速公路服务区正
常运行。

据广西新闻网

我区高速公路服务区

已撤除湖北籍车辆

及人员专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