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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怒江州脱贫攻坚历程回顾



• 怒江州社会历史发展回眸
• 怒江州脱贫攻坚历程回顾与展望



（一）怒江州社会历史发展回眸

• 怒江州是一个典型的集
“边疆、民族、宗教、
直过、贫困、峡谷”为
一体的民族自治州。

• 从社会历史发展看，新
中国成立前的怒江州就
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



• 贡山、福贡及泸水北部地区阶级分化不明显，交换
方式基本上是物物交易，工商业尚未从农业中分离
出来，土地占有不集中。独龙族还处于原始社会父
系氏族时期的解体阶段，傈僳族、怒族原始公社已
经解体并出现阶级分化，但土地占有不集中，仍保
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部分傈僳族已出现了家
长奴隶制。泸水县的大部分地区和兰坪县处于封建
领主制，部分出现封建地主制经济。



• 新中国成立后，贡山、福贡、泸水三
县通过互助合作形式直接过渡到社会
主义，兰坪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怒江
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
现了社会制度的历史性飞跃并于1954
年成立自治州。



（二）怒江州脱贫攻坚历程回顾与展望

• 解放前的怒江峡谷基本处于一个封闭的地理环境之
中，近代经济建设几乎为零。

• 怒江州建州以来，扶贫开发工作就一直进行，但真
正严格意义上的扶贫，是在改革开放后提出并在改
革开放进程中逐步明确的，也是在此期间进行了大
规模的实施。



           怒江的贫困状况 
• 贫困面大 
• 贫困程度深 
• 基础设施极端薄弱 
• 社会发育程度低



怒江州扶贫开发四个阶段

• 体制改革主导阶段 (1978 —1985年 )

• 解决温饱阶段 ( 1986 — 2000年)

• 巩固温饱阶段 ( 2001 — 2010 年)

• 全面建成小康阶段(2011 年至今)



1.体制改革主导阶段 (1978 —1985年）

• 怒江州委、州政府，从实际出发，因地制
宜制定了 “农工商综合经营、农林牧副
渔全面发展”的农业总方针和“大力发展
地方民族工业，坚持以小型为主，集体所
有制为主、以机械化和手工操作为主、本
地资源为主、民族职工为主”的“五为主”
工业总方针。



•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扶贫工作的主要
目标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工
作重点是改变贫困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的状
态。



2.解决温饱阶段 ( 1986 — 2000年）

• 1986年开始，我国政府开始实施有计划、
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怒江州委、
州政府作出《关于尽快解决温饱问题的政
策和措施》。全州5个县当中碧江（1986年
9月23日已经撤销建制）、福贡、贡山被列
为国务院扶贫贫困县，泸水、兰坪两县为
省扶持的贫困县。



• 确立了“立足资源，面向市场，内引外联，
加速开发”的发展战略，极大的解放了生
产力，调动了群众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促
进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和商品经济的萌芽，
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事业也得以加快发
展。



• “七五”期间，在国家输血式扶贫方针的指引
下，本着“明确任务，落实责任，找准措施，
配套扶贫”的原则，怒江州积极开展了以打基
础、建支柱为重点的扶贫开发工作，大量的扶
贫资金投入和扶贫物资的发放为怒江经济的发
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工农业基础得到加强，
一批产业发展项目得到开发，为经济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



• “七五”期间，按人均经济纯收入150元的
标准，5年解决近10万人的温饱，使尚未解
决温饱问题的22.7万人减少到12.9万人。



• 1991—1993年“八五”期间的头3年，扶贫
开发工作坚持以解决温饱和开发脱贫为主
攻方向，使群众有稳定的温饱基础，稳定
的经济收入来源，既要抓好已经解决温饱
的矿区、林区、交通沿线、城镇附近以及
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地区的稳定发展，又要
推动工作向最贫困、最落后的山区延伸。



• “八五”期间，在温饱标准提高到300元，
工作难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解决了4.8万
人的温饱，使年均经济纯收入不足300元的
贫困人口从18.5万人下降到13.7万人。



从“解决温饱” 进入“攻坚”

• 1994年，我国首次颁布执行国家反贫困计
划——《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
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
量，到2000年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
温饱问题，中国扶贫开发进入了攻坚阶段。



• 1994年8月，云南制定并实施《云南省七七
扶贫攻坚计划》，在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
的基础上，把以县为单位进行扶贫开发调
整为扶持重点县和扶贫到村、扶贫到户相
结合的政策。



• 1995年省政府召开的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
定，把打好扶贫攻坚战、实现贫困人口基
本解决温饱作为云南省“九五”计划的重
大战略任务。为了按期完成“扶贫攻坚”
计划，出台《关于打好扶贫攻坚战，确保
“九五”基本脱贫的决定》，确定全省73
个贫困县中的506个贫困乡为重点攻坚对象。



• 怒江州4个县都是国家列入“八七”扶贫攻
坚的贫困县，19个乡镇被云南省列为扶贫
攻坚乡。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加大为怒江州的扶贫力度。



• 国家交通部继1990年帮助怒江改善交通条
件的基础上实施了以交通为龙头的全方位
扶贫，省交通厅等15个省级部门对怒江州
实行对口帮扶，增加了扶贫的投入，各级
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领导干部挂钩扶
贫，党员干部结对扶贫，对怒江州的扶贫
攻坚动真情、扶真贫，出实招、见实效。



• 怒江州委、州政府制定了到2000年实现人
均收入800元，产粮700斤，有1亩经济林、
1头猪、1头羊的“87111”扶贫攻坚任务目
标。提出了“以解决温饱为目标，以改革
开放为动力，打牢基础、优化结构，强农
兴工，抓科重教，建镇促商，育业建财，
依法治州，促进发展”的经济发展思路。



• 通过艰苦努力，到2000年末，全州农民人均纯
收入由1995年的446元，增加到835元，人均产
粮由282公斤，增加到325公斤。怒江州农村贫
困人口从农民人均纯收入500元贫困标准下的
27万人下降到9.45万人，减贫率达71.48%。。
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8亿元，比“八五”
期末增长87%，“871111”目标基本实现，扶
贫攻坚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3.巩固温饱阶段 ( 2001 — 2010 年)

• 国务院于2001年5月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
发纲要（2001—2010年）》，扶贫工作的
重心从县级下移到村级，强调群众参与制
定实施扶贫开发规划，重点实施“一体两
翼”战略，扶贫开发事业进入了解决和巩
固温饱并重的新阶段。



• 怒江州委、州政府结合新时期脱贫工作的实际，根
据新时期扶贫开发任务目标，制定了全面实现温饱，
努力建设小康的奋斗目标。

• 在此期间，怒江州从政治和经济的战略高度，把扶
贫开发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举全州
之力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
抓好整村推进、产业扶贫和劳动力转移“三项重点
工作”。



着力解决“三个基本问题

• 对具备生存条件的贫困群众，采取开
放式扶贫；

• 对缺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贫困群众，
采取异地搬迁扶贫；

• 对丧失劳动力的贫困群众，给予长期
救助并逐步过渡到农村低保。



成   效
• 2001—2008年，通过7年多的努力，全州解
决了近10万人的温饱问题；农民人均有粮
从2000年末的325公斤增加到2008年末的
399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0年末的
835元增加到2008年末的1448元。



4.全面建成小康阶段 (2011 年至
今)

• 201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
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了新的扶贫目标和扶
贫战略，将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主战场，扶贫标
准提高92%，把更多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范围。

• 云南颁布《云南省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把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
务，把乌蒙山区、石漠化地区、滇西边境山区以及藏族聚
居区等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对深度贫困人口进行重
点扶贫攻坚。



• 怒江州制定了《2018—2020脱贫攻坚工作实施方案》
及 29 个乡镇、22个行业部门脱贫方案，配齐配强
县（市）、乡（镇）、村扶贫队伍，强力推进脱贫
攻坚工作。成立了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生态
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能力素质建设、农村
危房改造、贫困村提升、守边强基、兜底保障十大
工程指挥部，州委书记、州长挂帅指挥、州委常委、
厅级领导担任指挥部的指挥长。













• 回顾怒江州65年的发展历程，是一部怒江各族
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与时俱进、开拓进
取的奋斗史，更是一部不懈艰苦奋斗，感恩党、
感恩国家、感恩社会主义的减贫史。经过多年
来坚持不懈的艰苦奋斗，怒江州贫困人口数量
大大减少，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扶贫开发取
得了很大的成就。



建国70年来怒江州的跨越发展

• 70年来，怒江从刀耕火种到现代生产、科
技创新，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到正在摆
脱贫困，奔向小康生活。

• 70 年来，怒江从教育医疗条件滞后、基本
空白到教育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公共服务
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建国70年来怒江州的跨越发展

• 70年来，怒江从鸟路鼠道到天堑变通途，
全州公路里程超过5800 公里，所有建制村、
社区通硬化路，人背马驮、溜索渡江已经
成为历史。

• 70年来，怒江从松枝照明到万家灯火，年
发电量达46.4 亿千瓦时，村村寨寨都通动
力电，从刻木记事到4G 信号、高速宽带覆
盖到所有行政村。



建国70年来怒江州的跨越发展

• 怒江的发展从无到有、由小到大，1954 年
自治州成立至今，全州GDP总量从593万元
到161.56 亿元翻了2725 倍，人均GDP从32 
元到2.94 万元翻了918 倍。伴随着新中国的
成长，怒江也从模糊的地理概念，逐渐成
为人人关注、人人牵挂的地方，得到了党
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关注和关
爱。



怒江州得到的关怀和支持前所未有

•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
场合指出，全面建成
小康一个也不能少，
哪个少数民族也不能
掉队，并两次给怒江
独龙族群众回信，多
次在重要会议提及怒
江的脱贫攻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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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独龙族
• 独龙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

旧称“俅人”。分布于云南省贡山独龙族
怒族自治县独龙江流域的河谷地带。

• 独龙族 ，人口约7000人(2010年人口普查数
据)，主要分布在云南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
族自治县。





• 独龙族是我国28个人口较少
的民族之一，也是新中国成
立初期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
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
之一，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贡
山县独龙江乡。

• 独龙江乡山峻谷深，自然条
件恶劣，一直是云南乃至全
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 独龙江乡深处峡谷，自然条
件十分恶劣，与外界联系沟
通的唯一通道独龙江公路，
每年11月到次年5月不得不
因为大雪封山而中断。

• 2014年4月，独龙江公路高
黎贡山隧道贯通。独龙族同
胞祖祖辈辈大雪封山半年的
历史，从此宣告结束。



• 2014年元旦前夕，贡山独龙族干部群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
一封信，报告了多年期盼的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贯
通的喜讯。

• 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批示：“获悉高黎贡山独龙江公
路隧道即将贯通，十分高兴，谨向独龙族的乡亲们表示祝贺！
独龙族群众居住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我一直惦念着你们的生
产生活情况。”总书记勉励独龙族同胞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早日实现与全国其他兄弟民族一道过上小康生活的美好梦想。



2015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
会见贡山独龙族干部群众代表









关键词：独龙族整族脱贫



• 2019年4月10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得知独龙江乡脱贫后
给独龙江乡亲们回信。

•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的：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
日子还在后头。”只要再接
再厉、奋发图强，独龙族同
胞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



• 2019年4月10日，给贡山独龙江乡群众回信，
祝贺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勉励乡亲们建
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努力创造更加美
好的明天。



2019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
我州贡山县独龙江乡群众回信

•    你们乡党委来信说，去年独龙族实现了整族脱贫，乡亲
们日子越过越好。得知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向你们表示
衷心的祝贺！让各族群众都过上好日子，是我一直以来的
心愿，也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独龙族告
别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进入新时代,独龙族摆脱了长期
存在的贫困状况。这生动说明,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广大人
民群众的团结奋斗，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一定能够实
现。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希望乡亲们
再接再厉、奋发图强，同心协力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
努力创造独龙族更加美好的明天!” 





•   



•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先后
两次深入怒江最边远的
贫困山村视察调研，给
予怒江巨大关怀和支持

• 省委、省政府出台了支
持怒江发展的一系列重
大政策、重大规划、重
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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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
• 产业培育难，返贫风险大
• 内生动力不足，“等靠要”思想严重
• 政策不均等，贫困非贫心态失衡
• 干部作风不够实，松劲厌战，斗志弱化



• 当前我州决战决胜深度贫困正处在攻坚拔
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按照计划，今
年贡山县要摘帽，全州有146个贫困村要退
出，9万名贫困人口要脱贫，脱贫攻坚任务
十分繁重。





习近平总书记给贡山县独龙江乡群众回信中
强调指出：



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