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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这个县城的历史， 一定会让您留下深刻的
印象，千百年来，这里上演了艰苦卓绝的动人传奇。

踏上这方炽热的土地， 足以会让您产生强烈的
震撼。 十多年来，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这是享有“华夏人文圣地、华人精神家园”美誉
的湖南宁远。

当前，全县上下正在展开一场脱贫“摘帽”，同奔
小康的决胜之战。

宁远县地处永州南部， 总面积 2510 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 61.1 万亩，林地面积 266.9 万亩，辖 16 个乡
镇（4 个瑶族乡）、4 个街道办事处、422 个行政村（406

个行政村、12 个城镇社区和 4 个集镇社区）， 总人口
88.75 万，农业户籍人口 77.9 万，区划面积、人口数量
均排全省第 29 位。

宁远县属于“老、少、边、穷”地区，2002 年被列为省
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
民砥砺奋进， 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然
而， 至今仍然还有一部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没有摆脱
贫困。 脱贫致富成为宁远人民最强烈的愿望。

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思想，犹
如一股浩荡的东风吹拂了神州，也吹进了广袤的宁远
大地。 88 万宁远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发扬舜帝“勤民事，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的艰苦
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脱贫攻坚，砥砺前行。

以“绣花功夫”真脱贫，脱真贫。 至 2017 年底，全
县 119 个贫困村全部达到退出标准， 贫困人口由 10
多万人减少到 5000 余人， 贫困发生率由 17.5%降至
0.7%， 全面小康实现程度提升 22.7 个百分点、 达到
90.5%，2015、2016 年扶贫实绩考核分别排全省第二、
第三名，2016 年被评为全省脱贫攻坚先进县，连续两
年被评为全面小康十快进县。 2017 年，全县 GDP、固
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财政总收入、农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152.3 亿元、192.7 亿元、
70.9 亿元 、16.56 亿元 、12840 元 ，15 年间增长了 7.8
倍、42.3 倍、8 倍、17.9 倍、9.8 倍。

进入新时代， 一幅全面小康的美好生活画卷在
九嶷大地徐徐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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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使命 凝聚共识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 把人民放在心上，把使命扛在肩上，小康路
上，决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 正是基于这种认
识高度，聚合了全县上下、社会各界的磅礴之力。

宁远县委、 县政府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统
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最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
生工程，在思想理念上统一认识，在政策措施上
统一要求，在资源力量上统一调配，在执行落实
上统一标准，把脱贫“摘帽”作为带动贫困群众
致富奔小康、助推县域经济发展、统筹城乡发展
一体化、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贫困人
口生活、改善全县民生事业、培养新型农民和新
型农村干部的重大机遇和举措。

牢记使命，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成立以县
委书记为组长的高规格大阵容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书记、县长分别担任组长、第一副组长，专职
副书记任常务副组长， 县人大、 县政协主要领
导、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为成员；下设 13 个
工作组，专设“五个一批”指挥部，通过召开县委
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全县动员大会等多种形
式，密集调度、研究脱贫攻坚工作，向“贫困山
头”发起全面总攻。全县 9000干部沉下一线、走
村入户，结穷亲、帮穷困、拔穷根，422 个村（社
区）和所有贫困户实现驻村和结对帮扶全覆盖。

富民产业 支撑脱贫

贫困户要脱贫，产业作支撑。 宁远县委、县
政府坚持“四跟四走”原则，大力发展特色扶贫
产业，全面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
贫转变，构建起“村村有产业、户户有项目、人人
有收入”的产业扶贫新格局。

依托产业扶贫资金的精准引领作用， 探索
“专业合作社 +贫困户”模式，增加经营性收入。
2014年以来， 投入产业扶持资金 2.95 亿元，扶
持引导新型经营主体搭建利益共同体， 在贫困
村建立专业合作社 281 家， 非贫困村建立专业
合作社 265家，联结贫困户 41361人，年户可增
收 1500元以上。

清香脐橙合作社支部书记肖如成介绍，清
香脐橙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种植清香脐橙
1000余亩， 现在有 600 多亩已经进入挂果期，
年产量达 250 多万斤， 产值达 500 多万元，现
在（入社）的 40多户贫困户均已脱贫。

依托本地“烤烟、水稻、蔬菜、油茶、水果、茶
叶、药材、生猪、肉兔、肉牛”等十大特色优势产
业， 抢抓发出全省第一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书的先机，探索“确权颁证 + 土地流转”模式，
增加财产性收入。 稳定流转 35.7 万亩，形成了
好放心米业、鑫农淮山、云泰农业、兴泰种植、康
德佳林业等 14 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扶贫示范
基地，覆盖 75 个贫困村。 在全县形成了优质稻
20 万亩、蔬菜水果 20 万亩、油茶 20 万、烤烟
10 万亩、中药材 10 万亩、生猪 110 万头、肉兔

1000万只、大鲵 50万尾等规模优势产业。
紧紧抓住被列为“全国景区带村旅游扶贫

示范项目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县、全省
旅游扶贫示范县”的契机，探索“全域旅游 + 美
丽乡村”模式，增加服务性收入。 以九嶷山舜帝
陵景区为核心，以 17 个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
为示范点， 形成全域旅游扶贫格局。 打造了下
灌、小桃源、新塘、紫江、牛亚岭等一批贫困村乡
村旅游名片，发展农家乐、民宿、休闲农庄 84
家，成功实现农民“退一转二进三”。 2017年，全
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突破 450 万人次，创收 2.6
亿元， 辐射带动 8600余名贫困人口致富脱贫。
今年全省冬季乡村旅游节在宁远成功举办。

立足人力资源优势和劳务输出传统， 探索
“劳务输出 + 创新创业”， 增加工资性收入。 在
126个村开设“就业扶贫车间”182 个，安排贫困
劳动力就业 2500 余人，1682 户贫困户通过一
人打工实现全家脱贫。

打牢基础 强力攻坚

宁远县委、县政府因地制宜、精准打出易地扶
贫搬迁、基础设施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兜底
保障等多套“组合拳”，以决战之势汇聚起澎湃的
“巨能量”。 2014年以来，通过“整、融、挤”三条
主渠道筹集资金 59.3亿元， 其中 2014年 7.6亿
元、2015 年 10.4 亿元、2016 年 13.7 亿元、2017
年 27.6亿元。 仅 2017年整合资金 20.35亿元、融
资 14.7亿元、撬动社会资本投入 18.9亿元。

突出易地搬迁“迁金窝”。创新实行“四个结
合”“五靠原则”易地搬迁模式，（与城区、园区、
景区建设相结合，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与美丽
乡村建设相结合， 与全域旅游发展相结合，靠
城、靠园、靠镇、靠村、靠路安置）全县规划建设
集中安置点 25 个，其中就城就园 8 处、就镇 9

处、就村 8处；完成易地搬迁 4219户 17493人，
其中集中安置 3310 户 13947 人，分散安置 909
户 3546人。

18 个乡镇集中安置点，全部按照小城镇建
设和美丽乡村建设要求规划设计， 全部配套水
电路讯及幼儿园、 卫生室、 综合服务平台等设
施，让搬迁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服务。

7个县城集中安置点聘请湖南建工、中科建
等国企承建，本月底可完成“交钥匙”工程，可帮
助贫困户 2104人实现就业， 为园区解决企业用
工 1091人。 易地搬迁速度之快，效率之高，被省
市领导和主流媒体誉为“宁远速度”，广泛推介。

突出基础改善“展新貌”。2014年以来，全县
共投入 11.8亿元， 大力推进贫困村基础设施建
设扩容提质工程。仅 2017年投入 5.9亿元，实施
水、电、路、讯、房、环等基础设施项目三批 1721

个。 农村基础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贫困
村“六到农家”全部达标或提质；全县农村垃圾清
扫清运率、卫生厕所普及率、生活污水处理率，分
别达到 98%、90%、85%；形成了永连公路、冷九
公路、九嶷大道沿线百里美丽乡村示范带；被评
为全国首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
范县、全国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连续 4 年
被评为全省美丽乡村（新农村）建设先进县，连续
3年被评为全省城乡环境卫生整洁“十佳县”。

突出政策保障“暖民心”。 在全省率先实施
“两补齐一统一”资助政策，贫困家庭学生不再
区分普惠性和非普惠性幼儿园、 住宿生和非住
宿生、县外和县内，同等享受资助政策和标准，
彻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率先推进农村贫困人
口县内住院门诊报账制、“先诊疗、后付费”以及
“一站式”结算，对五保户、尿毒症患者、地中海
贫血患者县内住院补偿起付线全免。 农村低保、
特困人员全部应保尽保、应兜尽兜。

一项项强有力的部署， 一个个超常规的举
措，充分展现了宁远县委、县政府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党建引领 合力帮扶

坚持党建引领扶贫， 筑牢了基层党组织的
基础，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执行力，提升了脱贫攻
坚的整体水平。

省、市、县的 366 个驻村工作队、9200 名党
员干部，与贫困群众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同力
同行， 各项扶贫措施落实落地， 打通精准扶贫
“最后一公里”， 如同星星之火一般燃起了贫困
群众的脱贫之梦。

打造“永不撤走”的工作队。 提前完成村“两
委”换届，招聘年轻网格员 410 名，村均办公经
费达到 4.4 万元，各项工作基本实现“村为主”；
率先启动建设集治理和服务于一体的高标准多
功能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实现贫困村全覆盖；多
措并举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投资 1.2 亿元实施
光伏扶贫工程，村年均增收 4万元。禾亭镇琵琶
岗村充分发挥党员示范作用，积极发展产业，让
贫困户有稳定的收入，到今年年底，全村 98 户、
349人将全部实现脱贫。

脱贫攻坚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 依托中
国社会扶贫网，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大力推行教
育、医疗、就业、产业、危改、德智“六大众筹”行
动，“起跑线工程”“孕育中的呵护”“致富就在家
门口”“打工无需去远方”“我想有个家”“梦想动
能”等主题活动亮点纷呈。 1.5 万名社会扶贫志
愿者活跃在扶贫一线，募集 2000 余万元，帮扶
贫困群众 5.6万人次。

由扶贫到扶心、扶志、扶智，贫困对象的观
念也实现了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转
变，一些以往等靠要思想严重的贫困户，激发了
内生动力，涌现出一批自力更生脱贫先进典型。

脱贫“摘帽”奔小康，美好生活奔前程。 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宁
远县委、县政府将以脱贫“摘帽”为契机，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团结和带领全县人民进
一步巩固脱贫成果，谱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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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宁远县委宣传部及周全力，乐水旺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