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
近年来，岳阳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五个一批”
和徐守盛书记“五个突出”、杜家毫省长“四个精
准”的扶贫工作要求，围绕率先在洞庭湖区建成
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强力推进脱贫攻坚行动，
取得好的成效。 2015 年共整合各类资金 10.4 亿
元，实施脱贫攻坚项目近 5000 个，成功脱贫 8.12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6%。

强化“四大保障”，推进脱贫攻坚

岳阳市委、 市政府把精准脱贫摆在全局工作
的重中之重，着力强化保障措施，确保扶贫工作全
面落地。强化思想保障。坚持把扶贫开发作为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作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一极三宜”江湖名城的首要
任务来抓，提出到 2017 年实现现有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整体脱贫的目标，市委、市政府发出了“动员
令”，各级各部门立下了“军令状”，有效把全市上
下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了精准扶贫工作上来。 强
化组织保障。 成立由市委书记任组长，市长任第一
副组长，市委专职副书记、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
分管同志任副组长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结合撤
乡并村改革，调优配强贫困村工作班子。 实施市、
县两级 217 名领导、594 个单位、1038 名干部联点
结对驻村帮扶， 选派 412 名干部脱产担任贫困村
第一书记， 组织 2.7 万名社会人士帮扶 10 万贫困
户，形成了“党委统揽、政府主导、群众主体、部门
联动、社会参与”的扶贫工作格局。 强化资金保障。
加强涉农资金整合，增加扶贫专项资金投入，2015
年市本级扶贫经费预算在 2014 年基础上提高了 3
倍，县级投入实现翻番，全市扶贫资金投入突破 10
亿元，贫困村村均投入突破 100 万元。 出台《财政
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办法》，将 70%以上的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用于产业发展， 加强扶贫资金审计和监
管，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扶贫攻坚的“刀刃上”。 强
化制度保障。 出台精准脱贫《考核办法》和《驻村帮
扶工作管理条例》，对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132 家有驻村帮扶工作任务的单位进行专项
考核，并将扶贫工作纳入《岳阳市“一极三宜”江湖
名城建设综合绩效考评》范畴，促进了精准扶贫制
度化、常态化。

破解“四个难题”，推进脱贫攻坚

坚持问题导向，牢牢抓住精准扶贫难点与重
点，一个一个地解决好突出问题。 破解产业发展
难题。 引导贫困地区依托资源禀赋优势，大力实
施“一村一业”产业培育工程。 平江旅游业异军突
起，全县涉旅产业村达 172 个，部分贫困村人均
收入突破 2 万元，率先甩掉了贫困村“帽子”。 破
解基础设施难题。 加快实施水、电、路、气、房、环
境“六到农家”，推动农田水利、道路交通、生态环保、安全饮水、
电力能源、电讯通讯等项目向贫困村倾斜，全市 412 个贫困村
电网改造、通村道路、互联网覆盖、安全饮水等比率进一步提
高。 破解群众安居难题。 针对部分贫困群众无房、危房困难，积
极探索适合贫困地区群众安居新模式。 2015 年启动有史以来规
模最大、力度最大的“两改一规”工作，即中心城区棚户区（旧
城）改造和农村危（旧）房改造、规范农村村民建房工作，重点改
造中心城区“十大片区”，建设 12 个农村规范建房示范点，计划
3 年实现农村危房“清零”；同时，注重将农村危旧房改造与规范
农村村民建房相结合，1.97 万农户享受到农村危房改造惠民政
策。 破解政策兜底难题。 坚持把政策兜底作为精准扶贫最后一
道保障防线。 通过加强救助扶持，对“五保户”、孤残儿童实行全
额医疗救助， 对因病致贫返贫贫困户实行资助参加医疗保险；
对深度贫困且丧失劳动力的贫困户全部纳入低保五保，农村低
保月保障标准提高到 240 元。

锁定“四张清单”，推进脱贫攻坚

通过实施清单式帮扶，岳阳市较好解决了“扶持谁”、“扶什
么”、“谁扶贫”、“怎么扶”的问题。 严格核定对象清单。 全面实施
贫困人口复核工作，进一步精准了扶贫对象。 平江县制定“六看
一听”办法，多次逐户上门复核甄别，顺利通过国家审计署的贫
困人口识别专项审计， 全县没有发现一例非贫困人口帮扶对
象，得到了审计署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肯定。 明确分解任务清
单。 确定了 412 个贫困村、35.2 万贫困人口脱贫任务，明确“五
个一批”的扶贫目标，其中“扶持生产发展一批”对象 10 万人，
“移民搬迁安置一批”对象 7.2 万人，“社保政策兜底一批”对象
8.5 万人，“社会救济救助一批”对象 4.5 万人，“实施扶贫助学一
批”对象 3.3 万人，并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各县市区、各乡镇和各
对口帮扶的部门单位。 科学制订规划清单。 在贫困村方面，制订
了水、电、路、卫生、产业等 10 个专项攻坚规划；在贫困户方面，
制定了贫困个体技能培训和就业、医疗救助等 5 个专项攻坚规
划。 严格落实责任清单。 对 11 个有脱贫攻坚任务的县市区，明
确一名市级领导牵头负总责，指导、联系、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同时制订各级各部门责任清单，确保每个区域的问题有主要领
导担责帮扶，每个专项问题有单位部门负责帮扶，每个贫困户
有党员干部尽责帮扶。

抓好“四个统筹”，推进脱贫攻坚

实施精准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市“一盘棋”，
统筹各类要素，才能确保精准扶贫的有效性、持续性。 统筹帮扶
政策。 除坚决落实中央和省里相关扶贫政策外，将扶贫工作与
规范农村村民建房、落实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补助、乡村医生
队伍建设、农村低保提标、五保供养等政策紧密整合，进一步放
大政策效应。 统筹帮扶项目。 将发改、交通、水务、农业、林业、移
民等部门项目整合为基建、生态、民生、产业四大类，向贫困村
集中投放。 如通过整合基础设施项目，岳阳楼区将 3 个贫困村
纳入麻布山风景度假区项目建设区， 每个贫困村年投入都在
200 万元以上。统筹帮扶平台。推进“精准扶贫+一进二访”行动，
联手帮扶 10 万户贫困户；推进“精准扶贫+金融帮扶”行动，为
贫困户发展生产提供免抵押、免担保、低利率的信用贷款；推进
“精准扶贫+社会资本”行动，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发展市级以上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67 家，岳阳台湾农民创业园、湖南泰和
生态农场等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扶贫开发的重要力量。
统筹帮扶规划。 在研究制定“十三五”规划时把扶贫开发单列重
点阐述，科学制定《岳阳市精准扶贫三年(2015—2017)攻坚行动
方案》，把扶贫规划与综合交通规划、小城镇规划、新农村建设
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全面对接。 通过整合规划，为全市贫困地
区合理定制了精准扶贫的 “路线图”， 科学谋划了精准脱贫的
“小康梦”。 (作者系中共岳阳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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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精准脱贫时代强音
———岳阳市扶贫工作纪实

振振 生根 陈超 亚平

扶贫日万人签名活动。

（本版图片由岳阳市扶贫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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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村健康扶贫。
向铁山库区贫困群众献爱心。

协力共建的“暖心房”。

贫困村举行
元旦文艺汇演。

岳阳市委书记盛荣华（中）与贫困老乡交流。

岳阳市市长刘和生(左一)在铁山库区调研扶贫工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3 亿人要携手前进。 让
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好起来， 是我心中的牵
挂……”在 2016 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饱含着朴素的民本情怀、 传递着党和政府的
温暖！

是的，为政之道，关键在富民；小康之路，重点
在脱贫。 近年来，岳阳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迎着建设“一极三
宜”江湖名城的瑰丽梦想，伴着“率先洞庭湖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嘹亮号角，在脱贫攻坚的伟大
征程上精准发力、砥砺前行，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
的扶贫开发新路子， 交出了一份令人鼓舞的成绩
单：“十二五” 期间， 全市累计投入扶贫开发资金
40 多亿元，实施扶贫项目近 2 万个，近 30 万贫困
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逐年下降，人民生活加快改
善，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自豪感大大增强。

只有观念“突围”
才能穷地“掘金”

人穷最怕志短，扶贫必先扶志。 岳阳市委、市
政府坚持把精准扶贫过程作为一次解放思想、转
变观念的过程，作为一场输不起的“攻坚战”、“突
围战”来打，引导贫困群众真正从思想上跳出“桎
梏”，从根本上跳出“困境”。

立下愚公志，打好攻坚战。 2015 年，岳阳市
委、市政府相继召开全市精准扶贫工作会议、驻村
帮扶出发仪式、精准扶贫“三年攻坚行动”动员大
会、精准扶贫工作推进会议等一系列专题会议，提
出“到 2017 年，现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贫困村
实现整体脱贫” 的奋斗目标。 市委书记盛荣华强
调：“精准扶贫不是一般性的工作任务， 而是当前
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是没有价钱可讲的，是
不能含糊的。”市长刘和生明确要求：“牢牢抓住扶
贫开发难点与重点，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个
一个地解决好突出问题。”这既是对全市各级各部
门的严格要求，也是向全市人民的庄严承诺，进一
步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精气神， 坚定了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 为确保扶贫
开发取得实效， 分管扶贫工作的市委副书记李志
坚、副市长熊炜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扶贫工作
总体部署，着力在“精准”上下功夫，推动扶贫开发
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 通过严格精准
对象，对 2014 年建档立卡贫困对象进行再甄别、
“四个一批”和“五个突出”事项进行再核实，确保
了每一个扶贫对象都是实实在在的贫困户。 通过
推进精准帮扶，结合“一进二访”活动，412 个贫困
村实现帮扶全覆盖。通过明确精准任务，全面推进
产业、项目、民生等十大重点扶贫工程，做到了有
的放矢、靶向施策。 通过强化精准考核，结合省里
全面小康考核新设立“扶贫实绩综合优秀奖”奖
项，制定了专项争先方案，精准扶贫工作在全面小
康绩效考核权重由 14 分提高到 25 分，倒逼了扶
贫责任与任务的落实。

与其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

岳阳市委、市政府坚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的理念，统筹“输血补养”与“造血增能”，注
重从教育、就业、产业、金融等方面发力，既“摘穷
帽”，又“拔穷根”，确保贫困群众实现跨越式脱贫、
持久性脱贫。

脱贫大计，教育为先。 岳阳市《精准扶贫三年
攻坚行动方案》明确指出：要加强贫困地区教育扶
持力度，积极开展爱心助学、志愿帮扶和一对一支
教等活动， 确保贫困家庭学生不失学、 不辍学。
2015 年，通过大力实施“雨露计划”、“一家一”助
学就业·同心温暖、金秋助学等工程，对建档立卡
的“两后生”从扶贫专项资金中每人每年帮扶就学
资金 3000 元以上，帮扶 3000 多名贫困学子。

该市将劳动力培训重点向农村贫困户倾斜，
多次开展各种形式的专业培训班， 大力推进以贫
困户为主体的就业培训行动，2015 年培育新型职
业农民 6000 多人。对组织 30 名以上贫困劳动力
外出务工的中介机构， 由县、 乡政府给予一定奖
励。

市委书记盛荣华多次强调：“真正要脱贫，关
键还在于发展产业。 ”平江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群
众收入显著提高，全县 26 个乡镇 670 多个村，以
旅游为主打产业的有 6 个乡镇 45 个村，涉旅或向
旅游转型的乡镇有 13 个涉及 127 个村， 幕阜山、
沱龙峡、石牛寨、亚马逊水上乐园、纯溪小镇等已
成为平江旅游响当当的名片， 部分贫困村人均收
入突破 2 万元，率先甩掉了“贫困帽子”。

2015 年，岳阳市金融机构发放贫困户小额信
用贷款过亿元。加快发展农村金融，采取土地流转
入股、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等方式，解决贫困
地区资金难题。 华容县长荆村通过龙虾养殖基地
土地流转入股，每亩分红近 300 元，每户增收达
3000 元。

既要金山银山
又要绿水青山

岳阳县毛田镇八宝村地处铁山库区， 虽名八
宝，实则一穷二白。受保护铁山水库饮用水资源政
策制约，靠山不能吃山，靠水只能望水。对此，岳阳
市提出保障民生、保护生态“两保”并重，建立铁山
水库专项保护资金， 成为全省唯一为重要水源地
设立专项资金的市州，有效推动了库区绿色发展。

岳阳市贫困对象集聚地是平江山区和铁山库
区，这些地区最大特点是生态优势，最容易破坏的
也是生态优势，成为扶贫开发中的一把“双刃剑”。
对此，岳阳市坚持据保护生态和发展经济并重，走
出了一条“后发赶超、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幸福
脱贫之路。八宝村依托邓谷红薯合作社，扶持环铁
山库区贫困群众种植红薯， 由合作社统一提供种
苗、 统一收购，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每亩 500
元补贴。 村民佘兴龙介绍，自己种植了 3 亩红薯，
亩产 5000 斤以上，按 0.5 元 / 斤收购价算，另加
500 元 / 亩的补贴，今年可以增收 4000 元以上。

当前， 岳阳市已经形成了一种生态与脱贫共
同提高、互相促进的生动局面，全市高山有机茶、
红薯、中药材、烟叶、食用菌等优势产业磅礴发展，
生态旅游、边际商贸、特色加工
等产业加快培育， 工商资
本下乡、“互联网 + 扶贫”
电商发展等新兴产业前景
看好， 这些扶贫开发新路

径、新业态，既增加了贫困农民收入，又促进了生
态保护。

协力共建“暖心房”
早日共圆“安居梦”

安居才能乐业，稳定才能发展。岳阳市坚持把
安居扶贫作为统筹城乡发展、 建设美丽乡村的重
要抓手， 将贫困户危房改造和规范农村建房相结
合，市财政每年整合资金 2000 万元以上、县市区
财政每年整合资金 1000 万元以上， 率先全省启
动规范农村村民建房， 主要用于示范点基础设施
建设和实行以奖代投。 面上实行“两鼓励、 两禁
止”，点上突出“五有要求”，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安
居扶贫“岳阳模式”。 2015 年全市有 1.97 万农户
享受到农村危房改造惠民政策， 是岳阳近年来规
模最大、成效最好的一年。

国家级贫困县平江县， 是一个“美得让人动
心”、“穷得让人揪心”的地方。对此，平江率先启动
全省贫困农户危房改造“百村示范、千村联动、万
户安居”工程，积极探索“三定一帮”办法，瞄准最
贫困的乡村、最困难的群体、住房最危险的农户精
准发力，重点帮扶贫困农户危房改造，得到国务院
扶贫办高度肯定。

在平江县虹桥镇柘坪村农村危房改造聚居点
现场， 村支部书记徐俊华告诉我们：“这个聚居点
25 户村民都属于精准扶贫户， 目前正在装修，部
分已经搬入，是党的好政策让我们挪出了穷窝、住
进了新房！ ”

坚持党建引领
凝聚扶贫合力

岳阳市委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励干部想事干
事成事的暂行办法》 等 3 个办法， 旗帜鲜明地强
调：鼓励优秀干部到扶贫一线锻炼，优先提拔工作
突出的扶贫工作者； 对没有完成年度减贫任务的
县市区党政“一把手”和没有完成帮扶任务的部门
单位一把手进行问责处理。“三个办法”的出台，为
扶贫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

有一笔钱，有一个项目，不如有一个好的支部
书记。平江县综合全县 191 个贫困村的情况，研究
制定《关于加强贫困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的意
见》，重新调整了 35 名工作业绩差、群众满意度低
的村支部书记，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湘阴县新
泉镇王家寨村，过去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自从王
建民担任村第一书记以来， 全村新建 1.9 万米乡
村道路、植树 2 万多株、改造电网 2.3 万米、衬砌
渠道 5000 多米、建成千头猪场、蔬菜基地和 100
多亩鱼池， 并让全乡孤寡五保老人能安度幸福晚
年的敬老院， 从一个贫困村一跃成为省级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扶贫开发路上“岳阳脚步”铿锵有力，成效明
显；但贫困地区的发展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公共服
务仍然比较滞后，收入水平仍然相当偏低，脱贫攻
坚仍然任重道远。但我们相信，只要岳阳市坚定不
移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五个一批”和徐守盛书记

“五个突出”、杜家毫省长“四个精准”的扶贫工作
要求，精准发力，久久为功，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
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一极三宜”江

湖名城的宏伟蓝图就一定能
够早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