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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11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湖南有两个，为武陵山片区和
罗霄山片区。2014年，全国连片特
困地区特困县680个，我省国贫和
省贫县有48个；有贫困村8000个，
贫困人口596万。2014年， 我省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为88%，
全省四大板块中， 长株潭实现程
度为 95% ， 洞庭 湖 生 态 经 济 区
84.5%，湘南地区82.9%，大湘西地
区为77.8%。这表明我省小康社会
建设区域差距大， 大湘西及湘南
地区扶贫攻坚任务艰巨。

贫困的成因有很多， 只有找
准致贫根源，针对问题予以解决，
才能实实在在干好扶贫工作 。当
前我省致贫的问题主要有六个 ，
概括起来为 “三差两少一弱”。对
此，我们应辨证施治。

一是解决 “三差 ”问题 。公共
设施差。 在武陵山片区和罗霄山
片区贫困县，水、电、路、气等硬公
共产品十分缺乏 ，教育 、医疗 、卫
生、科技等软公共产品极不完善，
亟须完善提升。 当前我省驻村扶
贫工作队要突出补短板， 将所在

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中心工
作。生活环境差。目前有5041个村、
组、 寨100万余人生活在高寒山区
和石漠化地区， 居住条件简陋，居
住环境恶劣。应加大贫困农户危房
改造力度，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与
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
合起来，促进集中居住，实现“既要
有新房，又要有新村”目标。扶贫绩
效差。 在精准扶贫政策具体实施
前， 扶贫开发虽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投入产出比没有达到最优，具体
体现为扶贫资金漏斗效应明显、绩
效不明显。要按照现有精准扶贫模
式，进村入户到人，既强调资金专
款专用，又突出资金投入绩效。

二是解决 “二少 ”问题 。致富
产业少。2014年，全省有劳动能力
的187.5万户扶贫对象， 由于当地
致富产业的缺乏和产业培育机制
的不健全，仍在贫困线上挣扎。要
探索“资金跟着贫困对象走，贫困
对象跟着能人走（企业、专业合作
社 、大户 ）、贫困对象及能人跟着
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的扶贫
路子，形成小额信贷扶贫机制。读
书人口少。 贫困家庭目前在校就
读中小学子女100万人，但是每年
升入高中和大学的只有5万人。要
大力推进一家一助学就业计划 ，
实行免费2年职业培训 、1年企业
带薪实习 ，力争 “资助一人 、就业
一人、脱贫一家”。

三是解决 “一弱 ”问题 。生存
能力弱。 全省目前丧失劳动能力
的贫困对象有52.5万人，是扶贫攻
坚的难中之难。 对这些贫困对象
要强化低保 、五保 、新农保 、新农
合、临时救助国家保障，实现全兜
底、全覆盖。

（理论评论部主办 hnrbxwplb
@163.com)

“扶贫攻坚大家谈”
新声

党的两个百年战略，第一个就是要在建党100周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显而易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就是全面消除
绝对贫困的过程。因此，扶贫攻坚工作做得好不好，事关民生
幸福、城乡统筹、社会和谐和国家富强，责任重大，意义深远。

找准贫根，辨证施治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贺培育

贺培育 通讯员 摄

杨彦芳

在习总书记视察湘西州重要指示精
神引领下，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古丈
县正全力实施精准识贫、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 ,确保打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扶贫
攻坚战。

整合“三类资源”，强化工作合力。一
是整合项目资源。改变资源分散、体制分
割、管理分治的碎片化扶贫方式，推动扶
贫资金使用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 ”
转变 。二是整合干部资源 。采取 “领导联
点、单位包村、队员驻村、干部扶户”的方
式， 引导扶贫力量由分散扶持向集中攻

坚转变。 三是整合社会资源 。 为各类企
业、 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搭建 “村企共
建 ”平台 ，使扶贫方式由 “输血式 ”向 “造
血式”转变。

完善“四个机制”，推动责任落实 。一
是建立结对帮扶机制。推行“单位联村、干
部联户”全覆盖，不脱贫不脱钩。二是建立
利益联结机制。鼓励企业、合作社、产业大
户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关系，保证农户
获取入股分红、土地流转补偿金和务工报
酬等多项收入。 三是建立金融扶贫机制。
启动金融机构助保贷业务，破解参与扶贫
的经济实体产业发展资金短缺的难题。四
是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做到了“户有卡、村

有册、乡（镇）有档、县有信息平台”，动态
管理识贫脱贫情况。

实施“五项措施”，确保扶贫实效 。一
是实施产业帮扶。鼓励贫困户发展特色种
养业、生态文化村镇旅游项目，实现家门
口就业增收。二是实施教育帮扶。加大农
村义务教育合格学校建设力度，实施贫困
学生救助工程。三是实施技能帮扶。加大
职业教育和农民技术培训力度，定期组织
各级科技特派员进村开展技术服务。四是
实施搬迁帮扶。对缺乏产业发展基础的边
远高寒山区农户，实行有序搬迁。五是实
施救助帮扶。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向贫困群
众全面惠及，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对象
兜住基本生活底线。

（作者系古丈县委书记）

精准识贫 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黄大勇

当前，我省扶贫工作已进入巩固温
饱成果 、提高发展能力 、缩小发展差距
的新阶段 。 在下一步的精准扶贫攻坚
中，应做到“三个结合”：

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在继
续解决好制约贫困群众生产、 生活、发
展难题的基础上，实施区域发展带动扶
贫开发战略，建成一批基础设施、产业开
发、民生保障、环境改善等重大项目，从根
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外部条件，夯实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基础。

专项扶贫与多方协作相结合。 把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作为专项扶贫主要

对象，重点在改善其生存居住条件、扶持
发展增收产业、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上做文
章。创新体制机制，广泛组织动员各方力
量参与扶贫，着力推动资金、人才、教育、
医疗等各类资源向贫困地区有效流动。

主体作用与示范带动相结合。注重发
挥贫困群众在脱贫致富中的主体作用，同
时依托当地特色资源，培育一批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建设一批高标准扶贫示范园
区；支持致富能手发挥“传帮带”作用；加
快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组织， 采取入股分
红、建园到户、大户代管等多种方式，增强
贫困地区“自我造血”功能。

（作者系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
工委书记）

扶贫攻坚应做到“三个结合”

谭精益

作为全省扶
贫 开 发 重 点 县 ，
新宁一改过去的
“大水漫灌式 ”扶
贫为 “精准滴灌
式”扶贫。

找准 “滴灌
点 ”。“滴灌定点 ”
是实施 “精准滴
灌式 ” 扶贫的前
提 。 新宁按照习
总 书 记 提 出 的

“六个精准”要求，通过“一
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
强不强， 四看家中有没有
读书郎”的方式，在全县全
面推开贫困人口精准识
别，把“滴灌点 ”落实到户
到人。

铺好“滴灌网”。“滴灌
成网” 是实施 “精准滴灌
式” 扶贫的关键。 新宁把
“一访二进 ”、“三联三送 ”
活动与精准扶贫工作有机
结合起来，组成132个工作
队、67个帮扶队驻村扶贫，
帮助贫困村制定产业 、基
础设施发展规划， 将全县
所有贫困户、贫困人口都连
接起来， 构建成一张联系
紧密的 “滴灌网 ”，提高了
扶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建好“蓄水池”。“池中
有水” 是实施 “精准滴灌
式”扶贫的核心。对扶贫重
点村， 新宁在大力整合各
部门扶贫资金的基础上 ，
在财政预算中作出重点专
项安排，确保“蓄水池 ”中
“常灌常有”； 对非重点村
脱贫这个当前扶贫盲点 ，
新宁将通过争取上级资金
扶持、整合产业资金、抽取
5%的“三公”经费、能人帮
扶和金融扶贫等措施 ，积
极挖掘“水源”，保证“蓄水
池”中“有水长流”。

（作者系新宁县县长）

实
施
“精
准
滴
灌
式
”扶
贫

秦小国

作为省级贫困县的双牌县，要
按照精准扶贫要求，围绕提高贫困
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
两大重点，突出抓好三件大事，向贫
困总决战，向全面小康大进军。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在启动
乡乡互通、村村互通工程的同时，
稳步推进水淹区、偏远地区、灾害

易发区群众异地搬迁。探索宅基地使用权
流转，引导农村住宅集中建设，加快推动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 对贫困地区、 贫困对
象，要做到一乡一策、一村一策，一家一户
一本台账、一个脱贫计划、一套帮扶措施。

健全社会公共服务。要进一步提高干部
职工的津补贴水平，提高企业退休职工的养
老金标准，努力提高社会就业水平。加强养
老服务，加大民政救助力度。加快公共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让全县人民住得起院、看得
好病。启动全民健身中心建设，广泛开展群
众文化体育活动。 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不
断增加人民的舒适感、幸福感和荣誉感。

大力突出教育扶贫。 要坚持教育优
先，增加教育投入，推动教育强县。义务教
育学校要建成合格学校，并实现乡镇示范
幼儿园全覆盖， 对农村偏远教师实行特殊
津贴补助制度。 全面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培
养和实用技术推广，形成知识改变命运、知
识战胜贫困、知识创造财富的生动局面。

（作者系双牌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
部长）

扶
贫
重
在
保
民
生

刘忠宏

开展精准扶贫，就须改过去“面”上扶
贫为“点”上扶贫，扎实开展到村到户到人
的扶贫工作。具体可推行以下几种模式：

派驻工作组＋机关干部参与模式。要
改变仅派驻扶贫工作组参与扶贫建设的
单一模式，变成由扶贫工作组牵头，引领
单位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扶贫帮困。

委派乡镇干部挂职工作模式。 可派
乡镇机关优秀青年干部轮流到村支两委

挂职工作：参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选好
配强村干部队伍； 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
设，转变村干部工作作风；健全村务工作
保障机制，激发村干部队伍活力。

引入社会力量志愿帮扶模式。要发
动和引导社会力量助力精准扶贫规划
项目的实施，激励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私营企
业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到扶贫帮困公
益事业中。

（作者系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干部）

创新模式，确保扶贫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