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产业是实
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
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

郴州市牢牢抓住贫困人口增收这个
关键，以产业扶贫为主导，不断创新产业

扶贫发展新模式，因地制宜，为“资金跟
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产
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的“四
跟四走”产业扶贫模式赋予新鲜血液。

兴产业，兴出了特色。 郴州市立足传
统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 分析各个县的
特色和条件，大力开发茶叶、烟叶、水果、
蔬菜、食用菌、中草药、花卉苗木、草食动
物、南竹、油茶等项目，突出特色发展。 目
前，实现贫困人口 20 万人参与，并形成
了桂东茶叶、 汝城蔬菜和茶叶、 宜章脐
橙、 安仁油茶和中药材等初具县域特色
的扶贫重点产业。

强产业，强出了品牌。 郴州市创新利
益联结机制，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并
按照“扶优、扶强、扶大”的原则，支持企
业采用租赁、兼并、参股、联合等多种形
式组建企业集团， 在全市共筛选了宜章
福鹅公司、安仁生平米业、三湘菌业、汝
城县泉水镇旱塘茶叶专业合作社等 1353
个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联结贫困户，
结对共建。 如“玲珑王”茶叶开发有限公
司、湖南湘众药业、福鹅公司等。 2016 年
5 月和 9 月，全省、全国产业扶贫观摩会
在郴州市宜章县召开， 郴州市产业扶贫
的做法得到了大力推广。

无独有偶。 2017 年 4 月，在郴州市
汝城县召开的全省光伏扶贫工作现场经
验交流会上， 郴州的光伏扶贫工作经验
得以全面推介。 2016 年，郴州所有贫困
村和桂东、汝城 2 个县的 2000 户贫困户
被列入湖南省“百村千户”光伏扶贫试点
工程的试点， 作为全省第一个光伏扶贫

试点， 郴州市牢牢抓住机遇，“让光伏扶
贫项目发挥实实在在的效益， 帮助贫困
群众脱贫”。 这一举措，不但搞活了村集
体经济，也增加了村民收入。 汝城县坪镇
谭屋村联村的群众骄傲地告诉我们：“现
在我们坐在家里就能赚钱了。 ”

发展产业， 脱贫解困， 光靠有限财
力，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郴州市灵活借
助金融杠杆，强化小额信贷委托帮扶，在
442 个贫困村全部建立了金融扶贫服务
站，多渠道筹措资金。“我 2015 年养牛只
有两头， 到 2016 年上半年就扩大到 20
多头，全靠‘金融贷款授信’，解决了资金
难题。 ”桂东县沙田镇胜利村村民何楚南
说， 村里像他一样种草养牛的贫困户有
10 多户， 通过贷款已发展存栏肉牛 200
多头。 据了解，桂东县积极构建金融扶贫

“1+N”工作机制，率先开展湖南省金融
扶贫示范县和省级扶贫再贷款示范点创
建活动， 积极争取人民银行扶贫再贷款
政策支持，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扶贫、
产业等各项配套政策的有机融合， 撬动
银行信贷资金投入， 引导银行信贷资金
精准投向示范点企业和贫困农户， 带动
了贫困农户增收。

消除贫困，共同富裕，这是时代赋予
的历史重托。 前进的号角已经吹响，郴州
市上下正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以众志成城的力量、务实精细的作风，全
力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 确保“精准扶
贫、不落一人”，为让贫困群众与全市人
民一道同步过上幸福美满小康生活而努
力奋斗！

· 郴州精准扶贫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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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土坯房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

“光伏电站简直就像一只下蛋的‘金
鸡’，让我们坐在家里就能赚钱，把我们整
个村都带富起来了。 ”

“自己不出一分钱，把 5 万元小额信贷
款投到蔬菜合作社，每年有 5000 元保底收
入，一年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这真是天上
掉下了馅饼啊！ ”

……
这是郴州市脱贫群众的肺腑话语，这

也是精准扶贫的全部意义。
2013 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精准扶贫”， 自此， 一场全党动
员、全社会参与的轰轰烈烈、
自上而下的精准扶贫
攻坚战在郴州市
拉开序幕。

精准扶贫，首先必须先精准识别。 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易鹏飞说：“精准扶贫工
作要把贫困户的底子摸清楚，精准扶贫政策宣
讲要到位，要让老百姓知晓党和政府的各种惠
民政策。 每个贫困户通过发展什么产业来脱
贫，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心中有数。 ”

为此，郴州市落实精准识贫“五评法”，设
置五大项 18 小项评分标准， 摸清群众贫困真
实状况，做到符合条件一个不漏，不符合条件
一个不留。

自精准识别工作启动后，在郴州市各乡镇
村庄出现这样一群人：每天早晨，他们沿着弯
曲的山间小道向着各乡（镇）村庄行进，然后，
快速消失在农户家中；夜晚才踏着月色星光返
回……

这群人就是驻村帮扶的“扶贫工作队”，李
世栋便是其中一员。今年 57 岁的他，远赴非洲
工作七年，回郴州第二年，得知单位要派人前
往安仁的偏僻乡镇驻村扶贫，二话不说接受了
这个艰巨的任务。 担任扶贫工作队长的他，走
村入户搞调查、兴修水利设施、召集贫困户发
展产业……说话做事“接地气”的他，与当地村
民打成一片，谈起那些贫困户更是如数家珍。

目前， 郴州全市 5.3 万余名党员干部与
15.2 万户贫困户结对帮扶，省市县三级共选派
驻村帮扶队 955 支、 队员 2356 余人， 实现了
442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888 个 100 名贫困人
口以上的非贫困村驻村帮扶全覆盖。 此外，郴
州市还在全省率先制订了《郴州市驻村工作队
管理办法》， 将驻村帮扶和结对帮扶情况纳入

“互联网 + 监督”系统严格管理。
汝城县文明瑶族乡东山村的群众告诉我

们，他们村地处偏远，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落
后。2016 年，在工作队的帮助下，村里筹资 580
万元，修通了三条共 7.5 公里的水泥路，建设了
移动信号基站， 还建设了安全饮水工程等项
目。 不仅东山村，据郴州市扶贫办主任段被成
介绍，截至目前，该市所有贫困村都修通了水
泥路，大部分村实现了安全饮水和农网改造。

在驻村帮扶队的调查走访中发现，有一部
分人既无资金来源，又无劳力，有的集老弱病
残于一身，如果仅靠他们自身的力量，很难如
期脱贫。 对此，郴州市民政系统将全市社会保
障兜底对象全部纳入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将全
市农村低保标准大幅提高至 3132 元每人每
年，超过全省平均低保标准及扶贫标准，为民
众织起了一张民生安全保障网。

为进一步促进脱贫攻坚、 将责任压实，郴
州市成立了高规格的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市、县、乡、村层层签订责任状，各级党委、政府
一把手作为第一责任人，不脱贫不离岗，不折
不扣带领干部及贫困群众，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

郴州市扶贫办的统计数据显示，郴
州市有贫困村 442 个、 贫困人口 44 万。
或身患疾病， 或身负残疾， 或文化程度
低，或生活偏远……脱贫任重道远。

“吃水基本靠担，生活基本靠田”的
宜章县黄沙镇晓夏街村张家冲自然村，
距村委会 5 公里，海拔 1000 多米，因常
年缺水、出行困难，通讯无信号，村民生
产生活极为不便。 据统计，在郴州 11 个
县市区， 像生活在张家冲这种自然条件
差的贫困群众有 56471 人。

没有安居，何谈乐业？ 郴州市委书记
易鹏飞发出了号召：“十三五”期间，郴州
市要投入近 34 亿元，举全市力量，对这 5
万多名贫困群众全部进行搬迁。 于是，郴
州市在全省第一个召开易地扶贫搬迁工
作会议， 率先在全省启动易地扶贫搬迁
“百日攻坚”行动……

乔迁新居加上利好的扶贫政策，
“等、靠、要”思想在部分贫困户中滋长。
郴州市及时遏制苗头，坚持扶贫先扶志，
突出教育引导，选树典型，激发自我脱贫
的内生动力和实现脱贫的信心和决心。

有了信心和决心， 还需要智慧和能
力。 郴州市大力实施教育扶贫培训“雨露
计划”，先后出台了《郴州市农村贫困家
庭劳动力素质提升培训四年行动计划
（2016-2019 年）》和《罗霄山区域农村贫
困劳动家庭子女免费接受职业技术教育
培训实施方案》，确定 2016-2019 年，面
向全市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大规模开展
职业技能培训， 实现符合条件的贫困家
庭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全覆盖目标； 并对
桂东、汝城、安仁、宜章 4 个罗霄山区域
经当地扶贫办认定的建档立卡农村家庭
子女，实行“拎包入学”，让其免费就读郴

州技师学院、郴州市综合职业中专，并给
予生活费和学杂费补贴。

在劳动力技能培训具体实践中，郴
州市非常注重量体裁衣、优化服务。 据介
绍， 郴州市将贫困人口输送本地或者外
地企业就业务工时， 不是简单的务工输
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短、中、长期
培训，实行就近培训或车间培训，提升劳
动技能后直接进企业、工厂上班；另一方
面，特别注重遴选优质好学校，不仅在本
地优中选优， 选定职业技能培训定点学
校， 还将贫困人口输送到外地学校进行
技能培训。 目前已输送两批共 155 人至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校和上海江南造船
集团职工职业学校培训学习。

为确保职业技能培训计划落到实

处，郴州市日后将在政府统一领导下，由
人社部门统筹协调，扶贫、教育等部门参
与， 共同推进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
动力素质提升培训工作，努力实现“培训
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的目标。

为有效防止民众因病致贫、 因病返
贫，郴州市还加大了对基本医疗的保障。
构建了“1+N”健康扶贫政策体系（一个
健康扶贫实施方案 + 医疗保险、 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等若干个专项方案），实行
“三个一批”行动计划（大病集中救治一
批、慢病签约服务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
批），将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住院就医费用报销比例提高
10%， 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大病保险起
付线降低 50%。

2017年10月10日 星期二
版式编辑 粟丽华

10

精准识别 兜准底子 驻村帮扶

凝聚力量强保障

“输血”“造血”保基本

异地搬迁 教育培训 健康医疗

找准关键促增收

产业主导 金融助力 光伏点亮

【数
读
】

2014 年以来，全面实现 22 万多贫困人
口脱贫，68 个省级贫困村退出。

2016 年， 易地扶贫搬迁完成 15613 人。
2017 年预计完成 32635 人。

发放小额信贷余额 17.4 亿元， 受益贫困人口
4.3 万多户、12.47 万人，人均增加收入 1724 元。

桂 东 县 金
融 扶 贫 工 作 站
人 员 对 贫 困 户
现场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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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工作队队长李世栋（右）与贫困户
陈前和在无花果基地查看果树长势。

①宜章县莽山瑶族乡茶园成为农
民脱贫致富主导产业。 邓加亮摄

②桂东县寨前镇“山里青”果蔬基
地负责人黄文斌正在指导工人捆扎固
定葡萄苗。 郭兰胜摄

③宜章县五岭乡风电场。 彭福宗摄
④省重点产业扶贫项目宜章福鹅。

邓加亮摄

④

③

②

①

宜章桐子树
下瑶族村搬迁新
居 李明华 摄

汝城县集益乡“农光互补”联村联户扶贫电站。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