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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战场，历雨经风。 湖南面积最大的地级市，所辖 13个县市区都是贫困县。 贫困

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是武陵山片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这个战场，众志成城！ 怀化市委、市政府以“悠悠万事、脱贫为大”“不摘贫帽摘官帽”

“不换状态就换人”的责任担当，带领全市干群攻坚拔寨，决战决胜，打响了一场“全域脱

贫攻坚战”，攻坚的号角响彻武陵山冈。

这个战场，战果累累。 2014 年至 2018 年，全市累计减贫 80.32 万，贫困发生率由

20.3%下降至 2.32%。 贫困村由 1024个减少到 84 个，减少 940 个，目前已有洪江区、洪江

市、鹤城区、中方县 4 个县市区整体脱贫

摘帽。 今年，辰溪、新晃、芷江、会同、靖

州 5 个县拟脱贫摘帽，“四跟四走”精

准扶贫创新、“互联网 + 监督”助推

精准扶贫工作获省首届创新管

理奖，金融产业扶贫、党建引

领脱贫、乡村旅游扶贫等经

验在全省、全国推介。

麻阳金融小额信贷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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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建为引领
建强脱贫攻坚“主心骨”
“组织建起来，党员动起来，党旗飘起

来，市场闯出来。 ”在沅陵县凉水井镇王家岭
蛋鸡合作社，贴在墙壁上的标语格外显眼。

王家岭村党员致富能手王铁刚带领 9 名
党员，牵头成立了蛋鸡合作社，并在合作社建
立了党支部。 通过分类帮扶、资金互助、资本参
股、就业带动和资产承租方式，帮助贫困社员
30户 94人增收脱贫。

“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怀化市推进基层
党建与扶贫工作深度融合， 创新党组织设置模
式，推动农村基层党支部上产业链、进合作社、入
种养基地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把政治立场坚
定、致富能力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培
育成党组织书记， 让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与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济优势有机结合。 据
统计， 怀化市已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
建党组织 150余个，带动 5万余贫困群
众发展产业脱贫。

麻阳苗族自治县谭家寨乡打
破地域界限，整合资源和资金，探
索了由 9� 个村党支部、276� 名
党员参与的“连村联创、抱团攻坚”
党建引领扶贫新模式， 集约土地
2000 余亩，276 名党员携手 2383 名
贫困群众，在扶贫产业园发展猕猴桃、蓝
莓等产业。 目前，怀化市推广“连村联创”
党建模式，将周边条件相同、资源一致、产业
同向的村联合起来，适时组建联合党支部，增
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放大产业辐射功能。

脱贫快不快，全靠支部带。 在脱贫攻坚中，
怀化市注重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多管齐下，建强配优农村党支部，建设一
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

实施“能人治村”工程，引进、培育本土本
乡人才，建立能人当家的党支部。 以村（社区）
“两委”换届为契机，按照“政治素质高、群众威
望高、致富能力强”的“两高一强”标准，大力选
拔“能人型”“致富型”“示范型”人才进村支两
委班子， 其中，1694名致富能手被选为村党支
部书记，占全市村党支部书记 60%以上。

尽锐出战、 倾力而为。 该市共有工作队
2404 支，其中省派工作队 46 支，市派工作队
107 支，县派工作队 2251 支，实现全市贫困村
和贫困人口 100 人以上非贫困村工作队驻村
帮扶全覆盖。 实现驻村工作队全覆盖、工作队
长担任贫困村第一书记全覆盖、贫困户帮扶责
任人和脱贫计划全覆盖。

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用心用情，把一腔
热血和辛勤汗水洒在贫困村，写下了许多可歌
可泣的事迹。

中方县新建镇黑禾田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肖洪斌， 带着体弱多病的 84 岁母亲到村里扶
贫，白天扶贫，晚上照顾老人起居，村里老百姓
无不纷纷点赞。

“老易进村，强村强根。 ”洪江市沿河镇堰
桥村村民这样评价。 老易是洪江市税务局干
部。 2015年，他主动请缨到堰桥村任党支部第
一书记，两年时间，把一个贫困村带进了全省
“脱贫攻坚示范村”行列。

为强化脱贫攻坚一线指挥部的作用， 怀化
市对脱贫攻坚工作实行军令状管理，制定出台了
《县市区委书记、 县市区长脱贫攻坚军令状管理
考核方案》，在全省率先对全市 13个县市区和相
关责任部门实行最严格的军令状管理考核。

怀化市研究制定了《关于建立健全脱贫攻
坚末端责任人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发挥“三
支队伍”一线突击队作用的意见》，对村支两委
干部、驻村扶贫工作队员、结对帮扶队员“三支
队伍”选优配强、明责履职、严管厚爱、支持保
障等进行了规范和细化，进一步稳定扶贫工作
基础队伍，让基层干部干得更有劲头了。

以创新为抓手
探索“四跟四走”新路子

青山秀水、典雅古韵、淳朴侗情……怀化，
美得令人心醉，但也是一个穷得令人揪心的地
方。 如何让“开门见山”的贫困群众，走出一条
具有怀化特色的脱贫富民路？

怀化的答案是： 立足当地实际和特色，探

索差异化扶持方针，实施“四跟四走”
精准扶贫机制，通过探索以“村党支部
为领导、以脱贫为目的、以产业为依托、
以市场为导向、以财政为杠杆、以专业合作
组织为载体”的“四跟四走”产业扶贫机制，
把农民组织起来跟着党组织走， 跟着市场走，
激活脱贫攻坚内生动力。

———资金跟着贫困人口走。 将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 60%以上用于产业扶贫，其中 70%以上
用于引导支持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对
象发展生产， 将普惠政策与特惠政策相结合，
形成差异化扶持政策，确保扶贫专项资金用于
脱贫工作。

———贫困人口跟着致富能手走。 通过“双
培双带”计划、“一人学一技”、致富能手认定
等工作，储备了一批有致富能力、有带头愿望、
有责任担当的党员致富能手队伍，他们带领贫
困人口发展生产、勇闯市场。

———致富能手带着贫困人口跟着产业项目
走。坚持市场导向，因地制宜，按照“市场有需求，
项目能盈利，贫困群众能受益”和“一村一品、一
村一个产业示范基地”的要求，大力发展扶贫重
点产业， 每个扶贫重点产业项目帮扶贫困人口
1000�人以上，人均增收 1000�元以上。

———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 通过消费市场
引领，致富能手带领，贫困群众积极跟进，提高
贫困群众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强抵御市
场风险的能力。

在具体的实践中，怀化市把握住“四跟四
走”精准扶贫的关键———产业项目“跟着市场
走”，让市场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 推进小额信
贷，在麻阳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市逐步开展“一
授、二免、三优惠、一防控”扶贫小额信贷；建立
银政企风险分担机制，解决银行“不敢贷、不肯
贷”问题。 推进股份合作制，引进农业龙头公司
发展水果、茶叶、油茶等特色产业，将农民土地
流转到公司，农民在公司或入股，或打工；同时
农户将扶贫资金集中到特色产业基地并转为
股份，收取固定回报，共享产业发展成果。

———大力发展产业扶贫。 立足贫困村的资
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在市、县层面，引导各地依
托丰富的山地资源、便利的交通优势，大力发
展优质农产品、农产品深加工、生态文化旅游、
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在乡、村层面，则按照
“一村一品”思路，依据不同的自然条件、资源
禀赋和产业发展基础， 因地、 因人、 因业而

宜发展产业。目前，该市已率先在 100�个市级
扶贫村开展“三个一”工程，形成沅陵县茶叶开
发、辰溪县黑猪养殖、溆浦县黑木耳种植、麻阳
猕猴桃种植等 13�大扶贫重点产业。

———大力推进旅游扶贫。 通过技术、制度、
管理、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创新，探索出“互联网
+ 联动发展”、龙头企业带动发展、全民众筹发
展、 景点带村发展 4 大乡村旅游扶贫模式。
2016� 年，溆浦雪峰山“龙头企业带动”发展模
式被列入国家旅游精准扶贫示范项目；鹤城区
黄岩旅游“全民众筹”发展模式得到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的高度肯定，并列为全
省五大旅游扶贫推广模式。

———创新易地扶贫搬迁。 走出了“搬得下、
稳得住、能脱贫、可持续”的生态移民新方式，
坚持易地扶贫搬迁与产业发展、 就业相结合，
与村庄化、集约化、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相
结合， 与当地公共服务规模化及共享相结合，
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实现了易地搬迁后
续产业扶贫“人员下山、产业上山”的新路子。

———创新发展扶贫车间。 沅陵县以“百企
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为载体，推动企业结对
贫困村进行帮扶，探索出了“精准扶贫 + 扶贫
车间 + 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发展模式，即龙头
企业把车间建到深度贫困村和易地扶贫安置
点，解决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稳得住”和深度贫
困地区群众稳定脱贫的问题。 该市大力推广沅
陵“扶贫车间”就近就业模式，开发“扶贫车间”
180个，吸纳贫困人口就业 3909人。

通过“四跟四走”精准扶贫举措，让贫困人
口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扶贫果实。 全市共创建
“四跟四走”产业扶贫示范基地 265 个，带动贫
困户发展产业 15.6 万人。 11.03 万贫困人口

“搬得下、稳得住、能脱贫、可持续”；12.57 万贫
困学生得到资助；通过医疗保险和救助，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全面受益，5.96 万因病致贫对
象得到有效救助……

以整合为抓手
构建社会协同大格局

横下一条心，齐心协力打赢脱贫攻坚
战。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提出的

要求， 这也是怀化市扶贫工作一直努力的方
向。

对怀化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来说，脱贫攻坚
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创新。 省政协副主席、怀
化市委书记彭国甫说：“改革的目的在于整合，
贵在整合、难在整合、赢在整合。 要通过改革整
合一切可以整合的政策支持、财政资金、金融
资本、社会力量，更好发挥党联系、动员、组织
群众和全心全意服务群众的政治优势，发挥好
群众脱贫致富的主体作用， 形成万众一心、攻
坚克难的局面。 ”

坚持增加投入，统筹整合资源。 加大资源
统筹整合力度，建立政府主导、多元投入的保
障机制。 对所有财政专项资金坚持凡能整合的
坚决科学整合，确保市本级全年投入财政扶贫
资金 1 亿元以上，撬动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突
破 50亿元。 针对贫困农户“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推出“无抵押、无担保、基础利率、补贴利
息、风险分担”的扶贫小额信贷新品牌，解决了
贫困户“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坚持各方参与，同心协力扶持。 加大统筹
协调力度，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
“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 动员全市所有机关事
业单位干部与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 组织开展
“扶贫日活动”、“社团活动”、“扶贫攻坚战、人
大代表在行动”、政协委员“三个一”扶贫行动、
离退休党员干部“金秋五助促脱贫”等社会帮
扶行动。 据统计，2016年以来，全市 6300余名
各级人大代表帮扶贫困户 1.2 万余户 4.3 万余
人，目前已有 2万多人脱贫。 全市 2775名各级
政协委员资助贫困学生 1655 名， 解决贫困家
庭就业 7005人。

坚持群众参与，夯实脱贫基础。干部群众是
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 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
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积极动员贫困群
众积极发展产业。 同时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
结合。 制定出台了《怀化市教育精准扶贫“643”
计划》《怀化市转移就业精准帮扶工程实施方
案》等文件，深入开展“雨露计划”“一家一”助学
就业扶持工程，以及以“搭建供需平台、促进转
移就业”为主题的“春风行动”专题活动。

通过“山果行动”发展教育扶贫，切断贫困
代际传递的问题。 该市按照政府搭台、企业赞

助、校企共同培养的教育帮扶项目由怀化与江
苏常州两地有关部门共同合作开展，计划在该
市贫困地区招收初高中毕业生前往常州进行
优质职业教育并实现高质量就业。

众人拾柴火焰高。 目前，一个“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群众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
工作大格局已在怀化市形成。 五溪大地上奏响
了社会各界与贫困群众协同推进扶贫攻坚的
“交响乐”。

以作风为保障
抓好脱贫攻坚“三落实”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精准脱贫”。 怀化市
扶贫工作一直贯穿和坚持这一理念，围绕建档
立卡贫困对象“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目标，贫
困村出列“一确保两完善”、贫困县摘帽“三率
一度”标准，制定了精准脱贫的时间表、任务书
和路线图；制定出台了《怀化市贫困村分类指
导差异扶持工作方案》， 将全市贫困村按照生
存困难型、发展受限型、潜力可挖型三种类型，
进行分类施策。 全面推行“互联网 + 监督”“三
明白两清零一清爽”“四全两会” 工作方法，确
保各项政策在怀化落地生根。

该市出台《怀化市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活
动实施方案》，重点开展“六查六看”专项行动。
怀化坚持“五率一度”目标导向、高质量高效率
抓好中央巡视组交办件办理的做法得到了中
央第八巡视组领导的充分肯定。

探索“互联网 +监督”廉洁扶贫新举措。 该
市全面推广麻阳“互联网 + 监督”经验，将精准
扶贫、城乡低保、危房改造、各类惠农项目和资
金补贴等民生事项纳入“互联网 + 监督”范围，
严防严治严惩扶贫领域“雁过拔毛式”腐败问
题。 34类民生项目、12大类 107项民生资金在
网上平台晒出。“互联网 +监督”项目荣获湖南
省首届创新奖———创新管理奖。 中央有关领导
对怀化“互联网 +监督”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推行“四全两会”群众工作法。“四全”即全
员参加、全面走访、全面参与、全面公开。“两
会”即党员会、群众会。 探索村民自治有效方
式，坚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
量”，通过召开党员会、群众会的方式，搭建群
众议事平台，落实群众对脱贫攻坚事务的知情
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目前，各级党员
干部走访贫困村 1024 个、21.19 万户， 非贫困
村 1498个、65.73万户，解决问题 13398个。

实施“三明白两清零一清爽”到村到户工
作。 围绕工作要求，逐一抓落实，确保精准。

脱贫攻坚，决战犹酣。 目前，怀化市脱贫
攻坚战正在向纵深推进。 2018 年又将有 5 个
县脱贫出列。 武陵山下，一曲脱贫攻坚的壮歌
浩荡！

辰溪县龙头庵乡长田村，辰溪发喜农
民专业合作社会员许多喜正在采摘茶果。

靖州飞山椪柑。

会同县宝田乡茶叶扶贫产业基地。

一曲高亢的脱贫壮歌
——— 怀化市脱贫攻坚纪实

在会同县地灵乡江
边村， 昔日贫困户吴小明
如今成了种植大户，他种植
的百合迎来丰收。

雷鸿涛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怀化市扶贫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