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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扶开组发〔2020〕8 号

西双版纳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暨云南省

脱贫攻坚奖评选推荐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州各“挂包帮”定点扶贫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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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推荐暨

云南省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工作部署，现将西双版纳州《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暨云南省脱贫攻坚奖评选推荐工作方案》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西双版纳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2020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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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暨云南省脱贫攻坚奖

评选推荐工作方案

根据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评

选推荐暨云南省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工作方案》要求，为做好

评选推荐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评选组织

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暨云南省脱贫攻坚奖评选推荐工作

在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领导下统一组织实施，下设办公室在州

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以下简称“州评选办公室”），负责评

选推荐的日常工作。组建由州人大代表、州政协委员、专家学

者、新闻媒体、社会组织和基层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的州评选

委员会（以下简称“州评委会”），负责评选工作，确定全国脱贫

攻坚奖候选组织、候选人和云南省脱贫攻坚奖候选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名单，报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批。

二、申报全国脱贫攻坚奖

（一）奖项设置

全国脱贫攻坚奖设五个奖项，集体奖项：组织创新奖。个

人奖项：奋进奖、贡献奖、奉献奖、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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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名额

云南省分配西双版纳州名额，五个奖项每个奖项评选推荐 1

个，全州共评选推荐 5 个候选组织（候选人）。

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州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民

主党派、院校、企事业单位和驻州单位（部队）、州级“挂包帮”

定点扶贫单位，五个奖项每个奖项推荐不超过 1 个。

（三）推荐范围

组织创新奖：从贫困地区和帮扶单位中产生，表彰在脱贫

攻坚中改革创新、成效突出的县（市、区）、乡（镇），中央和

国家机关、省直机关、各市（地、州）所属处级机构，企事业

单位和社会组织。

奋进奖：从脱贫主体中产生，表彰脱贫致富和带领贫困群

众摆脱贫困的先进典型，包括脱贫致富群众、村两委班子成员

（含大学生村官）、村级经济合作组织负责人、脱贫致富带头

人等。

贡献奖：从扶贫工作主体中产生，表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

政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军队、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

位（含上述单位派出的挂职扶贫干部、第一书记和驻村扶贫工

作队员）中的先进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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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奖：从社会帮扶主体中产生，表彰各类社会组织、非

公有制企业和公民个人中的先进典型。

创新奖：从脱贫攻坚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主体中产生，表彰

推动扶贫改革创新的先进典型。

（四）推荐条件

组织创新奖：中央和国家机关主要侧重于扶贫政策创新，

地方主要侧重于模式、方法和工作创新。

奋进奖：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带头光荣脱贫；积极作为、

勇于担当，带领贫困群众摆脱贫困，事迹催人奋进。

贡献奖：履职尽责、深入脱贫攻坚一线，倾心用力真扶贫、

扶真贫，扶贫扶志扶智，出色完成扶贫任务。除事迹特别突出

外，原则上应参与脱贫攻坚 2 年以上。

奉献奖：扶贫济困、甘于奉献，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关心、

关爱贫困群众，扶贫成效明显，受到社会广泛好评。

创新奖：勤于钻研、勇于探索，创新扶贫措施或方式方法，

理论或实践创新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五）推荐办法

脱贫攻坚奖候选组织和候选人评选推荐严格按照属地原

则，自下而上、逐级推荐、民主择优，采取组织推荐和群众推

荐相结合的方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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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推荐

各县（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本辖区内的推荐工作（含

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推荐），推荐候选组织和候选人原则上应

覆盖辖区内全部贫困乡镇。

省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民主党派、高校、企事业单位

和驻滇单位（部队）、中央定点扶贫单位、帮扶集团直接向省

评选办公室推荐；州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民主党派、院校、

企事业单位和驻州单位（部队）、州级“挂包帮”定点扶贫单位

直接向州评选办公室推荐，推荐奖项要结合本单位担负扶贫工

作的具体职责及拟推荐对象的事迹方向确定，各单位选派的驻

村扶贫工作队员由所在地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自下而上推荐。东

西扶贫协作单位由省沪滇扶贫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向省评

选办公室推荐。

2.群众推荐

群众推荐和各类社会组织推荐，由所在县（市）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受理。

（六）填报材料

1.推荐候选组织须认真填写《全国脱贫攻坚奖候选组织申报

审批表》。填报前，各县（市）、州级有关部门统筹征求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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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等部门意见；推荐的企业，应征求企业注册地发展改

革、生态环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市场监管、应急管

理等有关主管部门意见；推荐的非公有制企业，应征求企业注

册地统战、工商联等部门意见；推荐的社会组织应在民政部门

注册登记并征求注册所在地省级民政部门意见。

2.推荐候选人须认真填写《全国脱贫攻坚奖候选人申报审

批表》，附蓝底电子照片（颜色值为 R：67 G：142 B：219）

及 2 张 2 寸蓝底纸质照片。填报前，各县（市）、州级有关部门

统筹征求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意见；推荐的党员、机关事业

单位干部，应按照管理权限征求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

等部门意见；推荐的企业负责人，应征求企业注册地发展改革、

生态环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

有关主管部门意见；推荐的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应征求企业

注册地统战、工商联等部门意见；推荐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

侨，应征求同级相关主管部门意见。事迹材料中包含政策性创

新的，应同时征求相关政策主管部门意见。为减轻基层和参评

者负担，参评者本人不需提供各类证明文件。

在推荐候选组织和候选人申报审批表中，要认真填写 300

字主要事迹，并附 3000 字事迹材料，事迹材料要紧扣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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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各县（市）、州级有关部门要对推荐候选组织和候选人进

行考察了解，由各候选组织和候选人所在单位采取适当方式在

相应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天），接受社会监督。公

示情况在“审核意见”栏中简要注明。

在填报推荐材料（含纸质版原件、电子版）时，各县（市）、

州级有关部门对候选组织和候选人各奖项进行排序。往年已获

得全国脱贫攻坚奖、全国脱贫攻坚模范称号的不再推荐。

三、申报云南省脱贫攻坚奖

（一）奖项设置

云南省脱贫攻坚奖设扶贫先进集体、社会扶贫先进典型（含

个人）、扶贫先进工作者、扶贫好村官、优秀驻村扶贫工作队

员五个奖项。

（二）推荐名额

云南省分配西双版纳州名额，五个奖项每个奖项评选推荐 8

个，全州共评选推荐 40个候选组织（候选人）。

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五个奖项每个奖项推荐不超过 2

个。州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民主党派、院校、企事业单位

和驻州单位（部队）、州级“挂包帮”定点扶贫单位，五个奖项

每个奖项推荐不超过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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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荐范围

扶贫先进集体：从脱贫攻坚工作主体中产生，表彰参与脱

贫攻坚工作成效突出的全省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民主党

派、高校、企事业单位和驻滇单位（部队）所属的处级（含处

级）以下机构，县（区、市）、乡（镇）。

社会扶贫先进典型：从社会帮扶主体中产生，表彰参与脱

贫攻坚工作成效突出的各类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

人中的先进典型。

扶贫先进工作者：从扶贫工作主体中产生，表彰从事扶贫

工作的全省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民主党派、高校、企事

业单位和驻滇单位（部队）、帮扶集团的处级（含处级）以下

干部中的先进典型。

扶贫好村官：从参与扶贫的村组干部主体中产生，表彰村

组干部（含大学生村官）中的先进典型。

优秀驻村扶贫工作队员：从驻村扶贫工作队员主体中产生，

表彰全省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高校、企事业单位和驻滇

单位、中央定点扶贫单位选派的驻村扶贫工作队员中的先进典型。

（四）推荐条件

扶贫先进集体：组织机构健全，把脱贫攻坚工作列入重要

议事日程，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并抽调得力人员开展帮扶工作；



—10—

适时开展调查研究，帮助和指导工作人员开展工作，扶贫工作

走在本地区、本系统前列；勇于创新、因地制宜、事迹典型。

社会扶贫先进典型：社会责任感强，热心扶贫事业，以捐

资助学、产业扶持、吸纳就业、定点帮扶等形式，积极参加脱

贫攻坚、扶贫济困等活动，成绩突出，事迹典型，社会反响好，

影响面大。

扶贫先进工作者：履职尽责，爱岗敬业，推动扶贫改革创

新，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成绩突出，事迹典型，示范带头作用

明显。除事迹特别突出外，原则上应参与脱贫攻坚工作 2年以上。

扶贫好村官：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积极作为、勇于担当，

带领群众创业致富、摆脱贫困，推动贫困地区发展，有典型的

先进事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优秀驻村扶贫工作队员：思想政治素质高，心系群众，坚

守岗位，团结协作。工作务实主动，方法得当，实绩突出，开

展精准识别工作实，落实上级政策指示严，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能力强，严于律己，群众公认。除事迹特别突出外，原则上应

驻村工作 1 年以上。

（五）推荐办法

参照全国脱贫攻坚奖推荐办法执行。

（六）填报材料

参照全国脱贫攻坚奖填报材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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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步骤

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推荐、云南省脱贫攻坚奖评选推荐工

作分五个环节进行：

（一）通知公告

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工作方案，并向社会发布公告。

（二）推荐报名

各县（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推荐单位于 6 月 10 日前向

州评选办公室报送全国脱贫攻坚奖候选组织和候选人名单以及

推荐材料（含纸质版原件、电子版），6 月 20 日前报送云南省

脱贫攻坚奖候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以及推荐材料（含纸

质版原件、电子版）。

（三）资格审核

州评选办公室对评选推荐候选组织和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核。

（四）评审报批

州评选办公室负责组织州评委会召开评审会议，评选提出

全国脱贫攻坚奖候选组织、候选人 5 名和云南省脱贫攻坚奖候

选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40 名推荐名单，并向社会公示 5 天，报

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确定推荐全国脱贫攻坚奖候选组织、

候选人及云南省脱贫攻坚奖候选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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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表彰奖励

云南省召开全省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

颁发省脱贫攻坚奖奖章和荣誉证书，对扶贫好村官、优秀驻村

扶贫工作队员获奖者，每人发放奖金 800 元（由省财政厅安排）。

组织中央驻滇和省级、州级主要媒体、有关网站对获奖集体和

个人进行广泛宣传报道。

五、有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积极动员。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设立脱贫攻坚奖的重大意义的批示精神，深刻领会评选活动

的重要性，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程序，做到优中选优。要广泛

动员，深入社会各领域各阶层，把脱贫攻坚奖评选推荐活动作

为推动全省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抓手。要发动群众，面向基层

一线，把评选表彰的过程作为学习宣传先进典型的过程，使评

选表彰工作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公开公正，维护公平。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导向，

以推进脱贫攻坚的实绩作为衡量标准，体现先进性、典型性、

代表性。坚持公开透明，严格执行公示制度，广泛听取各方面

意见，确保评选推荐工作的公正性和公信力。不得以任何形式

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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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面结合，全面覆盖。各县（市）、推荐单位推荐人

选要坚持好中选优、优中选强，兼顾各类主体，均衡各具体奖项。

（四）严格把关，严守纪律。各县（市）、推荐单位应切实

把好政治关、品德关、贡献关、廉洁关，严肃纪律，规范程序，

严格审核，杜绝暗箱操作。充分运用 12317扶贫监督举报电话，

认真处理投诉举报，坚决防止“带病推荐”，宁缺毋滥。评选工

作实行回避制度。对虚构事迹材料、违反评审规定等行为，一

经发现，将撤销评选资格。对于已授予脱贫攻坚奖称号的人员，

如发生严重违纪违规和违法行为，将撤销其所获称号，收回奖

章、证书，并对推荐单位进行通报。

联系人：张志强、李亚玲、高琳、朱艺琪

电话：2267125，13578115654、13988129459、18388399558、18608815826

邮箱：xsbnzlxb@163.com

地址：景洪市宣慰大道 67号景咏办公楼（州扶贫办）

附件： 1.全国脱贫攻坚奖候选组织申报审批表

2.全国脱贫攻坚奖候选人申报审批表

3.全国脱贫攻坚奖候选组织（候选人）征求部门意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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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国脱贫攻坚奖候选组织汇总表

5.全国脱贫攻坚奖候选人汇总表

6.云南省脱贫攻坚奖候选组织申报审批表

7.云南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申报审批表

8.云南省脱贫攻坚奖候选组织（候选人）征求部门

意见表

9.云南省脱贫攻坚奖候选组织汇总表

10.云南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汇总表

11.候选组织和候选人事迹材料格式要求

西双版纳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6月 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