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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记者侯雪静、
胡璐)2017 年第一季度即将过去，为完成今
年再次减贫 1000万以上贫困人口的目标，各
部门采取了哪些积极行动？政策如何体现精
准扶贫的绣花功夫？

记者梳理盘点各部门一季度出台的扶贫
举措，并就今年精准扶贫、精准施策等问题采
访了有关专家。

松绑扶贫资金：灵活高效找

准方向

今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将增长
30% 以上。当前扶贫工作的关键是把钱用
好，为此，今年初各部门出台多项政策措施，
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在资金精准使用上
进一步深化。

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 2 月 6 日印发
《关于做好 2017 年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
点工作的通知》，将试点范围推开到全部 832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连片特困地
区县。

这一政策鼓励试点贫困县根据脱贫攻坚
实际需要，尽可能将纳入整合范围的各类资
金“大类间打通”、“跨类别使用”。

“政策为扶贫资金‘松绑’，可确保资金投
向最重要的方向、最关键的环节、最准确的对
象。”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汪三贵说。

为进一步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3 月
13日，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出台《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
办法》，明确不再对相关资金支出范围作具体
要求，而是采取负面清单方式，以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换句话说，就是“打酱油的钱可以买
醋了”。

此外，该政策改革资金管理方式，明确提
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审批权限下放
到县级，强化地方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的管理责任。

“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把资金项目的审
批权限下放到县级非常有必要。”汪三贵说，
“要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资金就必须有
相当的灵活性。”

加大信息公开：为精准施策

提供基础

3 月 23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2017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明确加大扶贫政
策、扶贫对象、帮扶措施、扶贫成效、贫困退
出、扶贫资金项目安排等信息公开力度。

“加大扶贫信息公开力度，有利于对贫困
人口数据的动态掌握，脱贫的及时退出，返贫

的及时纳入，为扶贫工作精准发力提供坚强
有力的信息基础。”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研究员吴国宝说。

扶贫信息“晒”在阳光下，可以加强社会
监督，有效防止数字脱贫，扶贫资金“跑冒滴
漏”等问题。

记者了解到，国务院扶贫办今年还将加
强督查巡查，对去年督查巡查发现的突出问
题，进行“回头看”，对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扶
贫资金管理使用、易地扶贫搬迁等情况，开展
专项督查。

此外，今年政策加大贫困地区信息建设，
推动实施网络扶贫行动计划。1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移动
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加大对中
西部地区和农村贫困地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加快推进贫困地区网络

全覆盖。
专家认为，互联网打通了贫困地区与外

界的“信息鸿沟”，为贫困地区创业青年提供
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补短板：大病保险、关注贫困

残疾人织密保障网

汪三贵说：“当前尚未脱贫的人口是自身
脱贫比较困难的，政府应在兜底保障的基础
上，再辅以技能培训等才能脱贫，因病致贫人
群、残疾人等就属于这类人群。”

针对因病致贫人群和残疾人群，普遍存
在医疗费负担沉重这一情况，今年初，各部
委出台针对性措施，重点解决医疗救助和减
少贫困残疾人医疗康复费用刚性支出等问
题。

民政部等 6 部门 2 月联合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医疗救助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有效
衔接的通知》，立足于发挥医疗救助和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的基
础性作用。

2 月，中国残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26
部门和单位印发了《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行
动计划(2016-2020年)》，通过全面落实保障
制度，减少贫困残疾人医疗康复费用刚性支
出。

巩固扶贫成果，防治老少边穷地区地方
性疾病是治本之策之一，为此，国家卫生计生
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

《“十三五”全国地方病防治规划》，确定到
2020 年持续消除碘缺乏危害状态等 7 种地
方病防治目标。这有利于彻底拔掉致贫病根，
确保精准扶贫成效。

推进脱贫攻坚，中央部委都有啥招

新华社上海 3 月 29 日电(记者周琳、潘
旭)“你消费、我返钱、零成本购物”，听起来很
美的购物模式，却频频出现资金断链、老板跑
路现象，现金秒变积分烂在自己手中，无法兑
换。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调查“众和乐购”平
台发现，这种曾遭查处、以消费返利为名头的
传销骗局重出江湖。2012年至 2013年，浙江
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及旗下“万家购物”网
站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罪被查处。业内人士
称，众和乐购与万家购物的模式高度类似。目
前，上海青浦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

购物就返利 号称年销售额

22 亿元

在位于上海市青浦区 e通世界商务区的
众和乐购电商平台办公室，张姓和周姓两位
区域代理接待了要“投资”的记者。自今年 2
月底以来，这里每天都不断聚集前来讨说法
的商家和代理。

据悉，实体店商家加盟后，平台会给商家
带来会员消费者，商家向会员每销售 1000元
金额的产品，需上缴 16% 的佣金给平台。这
16%就是返利来源。

众和乐购承诺，每天拿出 10%左右的佣
金给累计消费满 1000元的会员积分，会员可
以每天得到约 2 个积分的平台返利，积分可
以用来向商家购物。理论上，500天就可以实
现免费购物。商家拿到积分后，可以向众和乐
购提取现金。区域代理则是通过“扫街”发展
更多商家，还可发展一级代理作为下线。

从表面上看，这是商家、消费者和平台三
赢的局面。实际上，大量商家却将其当作投资
渠道。只需用亲戚朋友的个人信息以消费者
名义注册会员，在未产生交易的情况下，将
160 元的佣金直接交给平台，就会每天获得
返利的 2 个积分，80 天就回本，再往后便能
实现盈利，160 天翻番。

就是这样一个投资诱惑，让各地区域代
理拉拢了大量商家和一级代理。上述张姓区
域代理声称，2016 年初运营至今，众和乐购
的营业额达到 22亿元左右。

“这与当年万家购物的手法几乎完全相
同。”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春彦分析，从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蛋糕。但事实
上，这种返利模式，是建立在公司销售业绩不
断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前提下的。购物返利实
质，是以后人的消费来支付前人的返利，相当
于十个瓶子八个盖，迟早要出问题。

购物平台说停就停，商家现

金秒变“积分”

业内人士介绍，由于充斥着大量虚单，众
和乐购本身并没有实质性的造血功能，只能
用后来者的佣金填付前者的积分兑现。

杨某 2016年初成为区域代理，先后发展
了几十个商家，大部分都是熟人间相互介绍
的。据他介绍，其中 90% 都是虚单。

这种虚假消费的模式，众和乐购管理层
并非不知道。负责运行的张行观在一次与区
域代理的沟通中就说：“这个行业没有虚单肯
定是搞不下去的。”

2017年初，平台突然宣布不再兑换任何

积分，引发各地的商家和代理上门维权。名为
“众和维权报案”的微信群内，已有 149 个区
域代理和商家等加入。一位名为“众和乐购泉
州区域总代理”的人士称，泉州地区商家大约
总共损失 300万元左右，90% 以上的人都没
有回本。杨某表示，在自己区域里，最多的商
家有 100多万积分没有兑换。

记者了解到，旧的平台断链、新起炉灶是
这个行业惯用的运作模式。一位熟知内幕的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负责运行众和乐购的张
行观曾是万家购物的区域代理。万家被查处
后，张行观作为股东创办了一家名为瑞丰成
的消费返利网。瑞丰成出现资金困难后，张行
观又参与了众和乐购的运作。

众和乐购平台由上海鹤首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创办运营。众和乐购难以为继后，又试图
开通新的网上商城，并制定新规则：凡是希望
兑换积分的会员，必须通过新平台购买等值
的商品。鹤首的前法人张朝辉如今是新平台
的区域代理。他在一次沟通中坦言：“现在都

往新的平台上去，众和乐购我们管他干什么
呢？谁都不用管。”

在记者亮明身份采访张行观时，他却称
众和乐购和万家购物有本质区别，前者是有
实体支撑的，有 20多家真正销售商品的合作
商铺。自己从未参与过万家购物的操作，且现
在已经被众和乐购辞掉了。

警惕打着电子商务、消费返

利等幌子的传销变种

万家购物被查处后，一系列以购物佣金
分成为卖点的消费返利网站频频崩盘，相继
被曝光。一些平台甚至打出 150% 返利的口
号，相关事件涉案总额已达数百亿元。

2016 年，公安部曾发文提醒，不少传销
都打着电子商务、消费返利等创新经营、投资
模式的幌子。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开办一个返
利网站，在断链后再起炉灶的成本很低，这一
现象如同“病毒”般此起彼伏、难以断绝。

在一位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
位于上海杨浦区的一栋商务楼，见到了一位
“虚拟货币”投资公司的负责人李某。据这位
业内人士介绍，他也曾是万家购物的区域代
理。

李某向记者介绍了由消费返利演变而来
的“虚拟货币投资”：通过区域代理发展下线
参与虚拟货币投资及返利，发展下线还可以
拿“对碰奖”，第一层的区域代理能得到以下
所有层级销售额总和的 44%作为提成。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春泉认
为，这种模式得以持续运作的途径是不断吸
引消费者进入购物网站消费，用后期消费者
投入的资金来支付前期消费者的返利，是典
型的“庞氏骗局”。当电商以返利的名义“拉人
头”，而没有实质商品交易时，其实就是采取
了线上形式的传销。“受害者往往先甜后苦，

一些人甚至就在赌能否在平台倒闭前回本。”

刘春彦分析，目前这类事件有三大特征：
一是商品金融化，从过去的实物买卖，转变为
没有实质、特定性的商品；二是对象隐蔽化，
由于是线上交易，不少参与者可能无法判定
自己的上下线究竟是谁；三是操作专业化，不
少过去都在类似平台上操作过，学会这些把
戏后自己另立门户。

刘春彦表示，如果不加以严控，这种骗局
蔓延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一些高额消费返利
类网站夸大或虚构运营模式前景，通过发展
人员和非法吸收资金维持运转，已涉嫌违法
犯罪。消费者也应认清其实质，防止自身利益
受损。

3 个月回本 6 个月翻番？消费返利骗局重现

郎
平
﹃
升
级
﹄中
国
女
排
总
教
练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记者
徐征、王镜宇)中国女排 29 日公布了
最新一期集训名单。猜测已久的郎平
能否继续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也终于
有了阶段性的答案。在新一期国家队
当中，郎平将担任总教练，安家杰任执
行教练。

在新一期的集训名单中，里约奥
运周期的女排队长惠若琪不在名单当
中，此外魏秋月和曾春蕾等名将也未
能入选。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
中心主任李全强分析说：“我觉得可能
是现在要着眼于东京奥运会周期，锻
炼新人为主。”在入选新一期集训名单
的 25名球员中，朱婷、张常宁、袁心玥
等年轻的国手榜上有名。除郎平担任
中国女排总教练之外，已经升任排管
中心副主任的赖亚文身兼三职，还同
时担任中国女排领队和教练。里约奥
运周期担任助理教练的安家杰成为执
行教练负责日常训练安排。此外，此前
郎平教练团队中的外籍体能师和康复
师也全部留在了队中。

郎平：我会掌握方向 、

培养年轻教练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记者
王镜宇、徐征)刚刚被任命的中国女排
总教练郎平 29日表示，未来她的任务
主要是掌握方向、培养年轻教练。

郎平说，作为总教练，她会规划球
队的发展方向、完成组队，并协助教练
班子完成训练和比赛任务。同时，自己
将积极治疗康复。实际的带队工作由安
导来执行，教练班子共同配合完成好。

虽然上个奥运周期在排球三大赛
上取得了两个冠军和一个亚军，郎平
谈到中国女排的未来时仍然很谨慎。
她说，中国女排要从零开始，努力发掘和锻炼新人。

排管中心主任：郎平担任总教练主要考

虑身体原因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记者徐征、王镜宇)在新一
期国家队当中，功勋教练郎平将担任总教练，安家杰任执行
教练。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全强表示，这
主要是为了郎平的身体康复考虑，目前郎平的主要工作还
是从宏观上来掌控球队。

对于郎平“总教练”的职务，李全强解释说，由于郎平刚
做完手术不久，因此在目前阶段她身体的康复是第一位的。
他说：“(这个决定)主要是根据她的身体情况。她刚做完手
术，如果完全做主教练，每天盯着球队，从身体各方面都做
不到，对恢复也不利。所以目前队伍中的一些事，比如组队、
制定安排训练计划等等，让郎平从宏观上把控，从大的方面
来率领球队。主要还是要让她把身体康复好。”

让广大球迷揪心了半年的郎平与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
动管理中心续约一事 29 日尘埃落定，郎平正式“升级”为中
国女排总教练。跟 4 年前郎平重返中国女排时一样，郎平这
次的续约也有些好事多磨，但最终的结果仍然皆大欢喜。

在郎平手术不能及时康复的情况下，排管中心在中国
女排的历史上首度设置总教练和执行教练，解决了郎平不
能亲自带队时球队的运转问题，达到了令各方满意的效果。

对于广大球迷而言，能够在东京奥运周期继续欣赏中国女
排在郎平的引领下南征北战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对郎平而
言，她在过去 4 年的辛勤耕耘将继续迎来黄金的收获期，能
继续参与其中也是对她最好的奖赏。对亲历了中国女排世
界杯和奥运会两连冠、但羽翼尚未丰满的安家杰而言，执行
教练的位置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既有独当一面的机会，又
能得到郎平的点拨，相信他能迅速成长，为将来勇挑大梁做
好准备。对于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而言，东京奥运会的挑战绝
不会轻松，但金牌教练班底的保留会让她们在追求卓越的
过程中少走弯路。

虽然郎平从主教练到总教练的身份发生了改变，但从
新一届队员名单看中国女排的执教思路并未改变。近 10 位
新人入选大名单，这是上个周期大获成功的“大国家队”理
念的延续。与此同时，惠若琪、魏秋月、曾春蕾等在过去 4 年
屡立战功的主力球员淡出。尽管这让喜欢她们的球迷感到
遗憾，然而及时的换血正是老女排赢得五连冠时重要的成
功法门。正是像她们这样一代代中国女排的无私奉献和勇
敢付出，铸就了中国女排金光闪闪的勋章。

(记者王镜宇)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

郎导“升级”，皆大欢喜

听起来“很美” 实为传销变种
商家只需用亲戚朋友的个人

信息以消费者名义注册会员，在

未产生交易的情况下，将 160 元

的佣金直接交给平台，就会每天

获得返利的 2 个积分，80 天就回

本，之后便能盈利，160 天翻番

这种模式得以持续运作的途

径是不断吸引消费者进入购物网

站消费，用后期消费者的资金来

支付前期返利。当电商以返利的

名义“拉人头”，而没有实质商品交

易时，其实就是线上形式的传销

新
华
社
发
徐
骏
作

脱贫攻坚

领 队：赖亚文(兼)(排管中心)
总教练：郎 平
执行教练：安家杰(山东)
教 练：包 壮(辽宁)、赖亚文(兼)
陪打教练：袁 志(辽宁)、吴晓雷(成都体院)
袁灵犀、于 飞(天津)、李 童(江苏)
医疗康复团队负责人：卫雍绩(体育医院)
医生：Sherwin S.W.(美国)、卫雍绩、王 凯

(体育医院)
体能师：Larson Garrett(美国)
康复师：Mar Chong Daniel(美国)
数据分析：袁灵犀(兼)

一、国家女排领队、教练组名单

二、国家女排集训运动员名单
北 京：刘晓彤
天 津：姚 迪、王媛媛
辽 宁：丁 霞、王美懿、宫美子
上 海：秦思宇
江 苏：张常宁、龚翔宇、刁琳宇
浙 江：李 静
福 建：林 莉、郑益昕、徐云丽
山 东：杨方旭、王梦洁、钱靖雯、杜清清、杨

涵玉
河 南：朱 婷
四 川：张晓雅
解放军：袁心玥、杨珺菁、王芸璐、高 意
其中李静、徐云丽、杨方旭、朱婷、张

晓雅、杨珺菁暂不参加集训。

新华社记者高微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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