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村过梳子 入户过篦子
周勇军 苟立锋 卜 云 胡红霞

8 月 7 日，在石门县摘帽脱贫之际，我们来到壶
瓶山下，澧水河畔，所见所闻，真真切切。

在这场脱贫攻坚的决战中， 石门县贫困发生率从
最初的 14.4%降至 0.9%，贫困人口从 82300 人减少
到 5145 人，贫困村仅剩 1 个。

贫困指标数字锐减的背后， 是石门扶贫干部坚
持精准识贫，“进村过梳子，入户过篦子”，扣好精准
扶贫“第一粒扣子”所带来的“递减效应”。

立秋时节，头顶的阳光依然灼人。 夹山镇杨坪
社区八组袁新国田里的水稻和地里的柑橘都收获
在望。 和石门县其他贫困群众相比，他退出贫困榜
的喜讯要来得更晚一些。

“国家的钱要给更需要的人，我自己能养活自
己。”56 岁的袁新国是村民小组组长，去年初，他主
动申请退出建档立卡贫困户。 只不过，这个过程比
他想象的要“麻烦”得多。

袁新国提出申请后， 社区干部主动上门找他
核算家庭收入， 原本以为只要签字确认就能摘掉
“穷帽”的袁新国，直到 2017 年 6 月才正式退出建
档立卡贫困户。

这是石门县严格落实建档立卡贫困户退出
“三签字”制度的一个典型案例。

根据制度要求，凡是贫困户退出，均要严格按
照村民主评议、贫困户确认、村级公示、村支部书
记和村委会主任签字、乡镇入户核实、乡镇公示上
报、县抽查复核、市评估核查、县批准公告的流程
进行。 贫困村退出，则必须遵循村自主申请、乡镇
监测上报、县审核审批、县委书记和县长签字、市
核查销号的流程。

在实际工作中，为进一步提高准确率，石门县
还总结出了“四必访”工作法———

贫困户中意见大的必访， 非贫困户中意见大
的必访，被清退的贫困户必访，被清退的低保户必
访。

精准识贫不只是识别贫困户， 更要识别非贫
困户。 在建档立卡过程中，石门县不仅要求把好入
口，更强调守紧出口。

针对已经脱贫的对象， 该县把防止返贫作为
一项系统工程统筹谋划，脱贫摘帽以后，每年定期
组织开展“回头看”、“回头查”，确保已退出贫困村
和已脱贫贫困人口稳定达到脱贫退出标准。 同时
加强对非贫困对象的入户走访监测， 及时发现返
贫和新致贫对象， 及时按程序纳入扶贫开发信息
系统，落实结对帮扶。

家住夹山镇新花村的一户群众， 因为生意失
败，家中房屋垮塌而陷入贫困，但周边群众认为他
是生意人，应该有积蓄，不相信他家符合建档立卡
标准，民主评议无法通过。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 镇里扶贫干部迅速会同
教育、交通等部门认真调查核实其家庭收入、支出
和资产状况。 事实证明，这户人家确实符合建档立
卡标准。 紧接着，扶贫干部马上召开屋场会，拿出
真凭实据向群众解释。 最终，这户人家被纳入建档
立卡贫困户。

为了确保应保尽保，进退及时，石门县扶贫办
已经会同教育、卫生、民政、住建等职能部门，针对
各类具体致贫原因，坚持从源头抓起，构建起了一
套行之有效的立体化动态贫困识别机制。

从 2014 年到 2018 年，长达四年的精准脱贫
攻坚战，也是一场精准识贫攻坚战，在这两场攻
坚战中，石门人脚踏实地，步步为营。 如今，精准
识贫依然是帮助 5000 多名贫困群众摆脱贫穷的
前提保障。 同时，面对规模庞大的已脱贫群众，巩
固提升、防止返贫的任务依然繁重，完善动态立
体的精准识贫机制任重道远， 石门人正昂首阔
步，坚定前行。

扶贫先识贫。只有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广大村
民才会没有意见，贫困群众才能得到帮扶，精准扶贫才
能有所依托。

脱贫攻坚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不能丢下
一个贫困群众，不能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如何确保每
个符合标准的贫困户都能建档立卡？ 答案只在一个地
方———基层。

为了不错漏一人，从县委、县政府到县直单位，从
乡镇到村（居），石门县坚持“谁主体谁主责”，“谁主管
谁主抓”，“谁联系谁包干”， 全面压紧压实县乡村三级
主体责任。 全县 51 名在职县处级领导，173 名乡镇党
委书记、乡镇长、县直科局长，606 名村（居）党支部书
记、主任，10526 名党员干部，层层签订“军令状”、“承
诺书”，从上到下，人人把职责扛在肩上，事事把目标投
向基层，处处把任务落到村户，让各级党员干部的精准
识贫责任快速“纵向递增”。

“特事特办，要动员一切力量帮助陈教炎一家。 ”这
是夹山镇党委得知陈教炎家庭境况后达成的共识。

陈教炎是石门县夹山镇枣峰村人，2015 年底的一
起车祸，花光了他本来打算用来建房的所有积蓄。事发
前，陈教炎一家四口挤在半山腰的 D 级危房里。

车祸发生后， 枣峰村党支部立刻向夹山镇扶贫办
提出申请。 根据石门县对四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补助
办法，不到一个月，陈教炎获得了 8 万元建房资金。 在
村集体的帮助下，陈教炎一家住进了新房。 同时，作为
四类重点对象（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及贫
困残疾人家庭）之一，陈教炎家有 3 人被纳入兜底保障
对象，全家每月可领到 1060 元兜底保障金。

见到陈教炎时，他正躺在新房前的靠椅上纳凉。看
到有人前来，他赶忙起身迎接。

陈教炎新房的建成和兜底保障金的落实， 得益于
各级扶贫干部的快速识别，精准施策，特事快办，这也
是石门县精准识贫责任“纵向递增”的一个缩影。

按照“坚持标准、实事求是、应进则进、应出尽出”
的原则，全县上下及时梳理“四类对象”，及时剔除不符
合条件的对象， 及时将真正贫困的困难群众纳入建档
立卡系统。 整改前， 全县共有贫困户 29216 户 79910
人。 经过精准识贫， 认定复核， 系统内贫困户减少了
2492 户，而贫困人口却增加了 2390 人。

要在 3970 平方公里的大山深处， 从 67 万群众中
筛选和甄别出最需要帮扶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进村过梳子，入户过篦子”，这是石门精准识贫的
“独门绝技”和“拿手好戏”。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全面
清查中，石门县摸索出的这一办法，准确无误地把好了
“入口关”。

所谓“进村过梳子，入户过篦子”，说得直白一点，就是
像用梳子、篦子梳头发一样，确保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
不漏人，查清核准辖区内每一个群众的真实贫困状况。

怎么做到“进村过梳子，入户过篦子”？
一看房，二看粮，三看读书郎，四看家中有没有人进

病房，五看家里劳力壮不壮，六看安全饮水道路交通畅不
畅， 七看群众是否有笑相， 八看集体经济收入有没有进
账，九看村容村貌靓不靓，十看支部班子强不强。

扎实做好各项清查工作，落实“十看工作法”是石门
县在精准识贫工作中总结的有效经验。

夹山镇卫计办主任王文欣是“进村过梳子，入户过
篦子”的行家里手。 为了核实贫困户和疑似贫困户的真
实情况，除了进村入户实地查看，他还经常到清查对象
实际所在地，详细查证了解，最远的地方到过湖北咸宁。
为了解答群众对退出和进入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疑问，他
和同事们长年累月在田间地头或群众家中， 开党员会、
屋场会、户主会，和村民们拉家常，给他们算收入、讲政
策，一待就是十几天。

“去年 12 月，全镇 59 名干部全体出动，到栗山村

进行拉网式普查。 该村有 49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3000
多，贫困人口与贫困户分布也是复杂多样。为了摸清‘家
底’，我们一大早开始上门调查，问收入，看住房，查饮水
安全，了解子女教育状况……走访一结束，立马就在村
部召开现场碰头会，当场拿出解决办法，一直到晚上 11
点半才结束。 ”

夹山镇党委副书记李春卉对每一次入村普查都记
忆犹新。 通过普查，发现栗山村 42 岁的村民宋光元因
为患病导致贫困， 镇里随即将他列为建档立卡扶持对
象。普查一结束，残疾村民王宗清家的房子得到了修缮，
堵塞多年的杨南溪灌溉渠重新得以疏通。

像这样的一次全镇普查，时间最短需要 20 天。
像这样大规模的全县普查， 县里每年至少组织三

次，每一次分三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乡镇自查。自行摸清贫困户底子，重点核

查重病、重灾、单人保、残疾对象，对符合建档立卡贫困
户条件的进行摸底上报。

第二阶段，交叉检查。各乡镇之间，通过抽查所有贫
困户及非贫困户，围绕“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和“三率
一度”，采取入户走访、现场查看等形式，随机检查是否
有“错评”、“漏评”对象，确保对象识别精准。

第三阶段，全面核查。县、乡、村各联片领导和联村干
部、驻村工作队进行拉网式全面复核，查找遗漏对象和遗
漏问题，不漏掉一个真正贫困的群众，及时解决群众最关
心和最急迫的问题，筑牢精准识贫的最后一道防线。

精准识贫 清查须“全面覆盖”

精准识贫 机制须“动态立体”

精准识贫 责任须“纵向递增”

即使山路再远， 扶贫
干部都要翻山越岭到建档
立卡户家中核实情况。

在登记建档立
卡户时， 扶贫干部
都要召开村民代表
会征求意见， 做到
精准识别。

扶 贫 干
部深入到 农
家摸底登记，
不漏掉一 个
贫困户。

� 海拔 1800 米的南北镇黑
头岩村，一年四季云雾缭绕，风
景格外迷人。 殷远明 摄

扶贫干部一边与贫困户同劳动一边向其
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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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的“石门样本”（之一）
贫困户建档立卡，石门县是如何做到精准识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