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8 年，省财政共
筹 集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资 金
410.4 亿元， 支持 72 万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挪穷窝、 迁新
居，基本完成“十三五”易地扶
贫搬迁任务。

阳光雨露洒向每一位贫困人口
———湖南财政助力脱贫攻坚战

■ 李 俊 郭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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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深冬里走，十八洞村原本翠绿的山峰，现在是红的
黄的次第绽放，到处是一派成熟的光景。

村口处的石碑上，刻印着“精准扶贫”四个红字，宛如
翻开的新篇章，记述着十八洞村的沧桑巨变。

前不久，“决胜 2020———脱贫攻坚展” 在北京举行，花
垣县十八洞村以精准扶贫首倡地为主题参展。 参加这次活
动的十八洞村党支部书记龙书伍说，展览吸引了一拨又一
拨观众，大家纷纷称赞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经验和村里发生
的巨大变化。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首次
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 从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精
准扶贫新时代。

2018 年，湖南财政继续发扬“工匠精神”，下足“绣花功
夫”，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集中更多财力和政策资源，
全力支持配合打好脱贫攻坚战，让公共财政的阳光雨露洒
向每一位贫困人口。 预计 2018 年，我省 131 万农村贫困人
口脱贫，2491 个贫困村出列，18 个贫困县脱贫摘帽。 全省
11 个深度贫困县的贫困发生率 ， 预计由 2017 年底的
10.3%降至 2018 年底的 4.5%左右。

2018 年 7 月至 9 月，新晃侗族自
治县鱼市镇华南村 9 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陆续递交了申请书， 主动申请提前
脱贫。

贫困户这顶“帽子”，以前不少村
民抢着戴，现在不少地方，达到脱贫标
准的贫困户，主动申请脱贫摘帽。 华南
村 9 户贫困户的这一举动， 折射出的
是我省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和精准扶贫显著成效。

脱贫攻坚战，资金是“子弹”。 省财
政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全力推进，在政策上优先倾斜、在
资金上优先支持，打出财政扶贫“组合
拳”，为脱贫攻坚战提供充足“子弹”，
激发了贫困地区、 贫困群众的内生动
力。

保障脱贫攻坚资金需求， 省财政
加大扶贫投入。 2018 年，全省各级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 116.36 亿元，较
上年增长 10%。同时，省财政安排一般
性转移支付安排 7.2亿元， 对 11 个深
度贫困县和 26 个未脱贫县脱贫攻坚
给予支持。

构建“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
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 连续 3 年，在
51个贫困县推进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
财政涉农资金工作， 赋予贫困县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自主权。
2016 年 -2018 年，51 个贫困县累计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464 亿元，有
力支持了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特
别是有效促进了 11 个深度贫困县的
柑橘、杨梅、茶叶、药材、畜牧五大特色
主导产业的发展。

在统筹整合资金的同时，确保资金
规范使用。 2018年 6月，省财政厅联合
省扶贫办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贫困县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有关事项的通
知》， 进一步明确统筹整合资金只能用
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发展
两个方向，并实行审查备案制，切实防
止借整合之名“乱作为”和“撒胡椒面”。
专门出台《湖南省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
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绩效考评办法》，对
资金安排、资金成效、公告公示等内容
进行重点考核，提高了资金安排的透明
度和公平性。

2018 年 10 月 23 日，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召
开 2018年度计划摘帽贫困县县委书记座谈会，再
次聚焦全省精准扶贫，要求各级压实责任，狠抓作
风建设。

我省扶贫领域的一系列部署和举措， 都有一
个“关键词”：作风建设。 整整一年，我省全面聚焦
扶贫领域作风建设不动摇、 不松劲， 主动揭短亮
丑，扬清风正气。

“联渠引水”资金量大，监督考核压力也大。 各
级财政完善公开公示制度，主动公开资金来源、用
途和项目建设等信息，并公示到村，利用“互联网
+监督”，建立数据查询平台，充分接受社会监督。

为防止“跑冒滴漏”、“雁过拔毛”式腐败，省财
政还创新监管手段，规范资金管理，加大监督检查

力度。 会同省纪委驻省财政厅纪检监察组成立财
政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协调工作领
导小组，会同扶贫等部门组织开展扶贫资金闲置、
公开公示等方面专项督查， 约谈县市区财政局主
要负责人，有效规范了扶贫资金的使用管理。

在具体工作中，打造亮点，将“绩效”和“管理”
有机融合。

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的关键， 是从关
注“投入多少钱”转向“花得好不好”。 省财政厅紧
紧抓住这个关键，以绩效为导向，形成了“编制有
目标、执行有监控、完成有评价、结果有应用”的管
理闭环，实现了三大转变。

坚持“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
配”的原则，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形成项

目行业标准，确保绩效执行的可量化、可操作、可
持续，绩效目标从模糊到精准。

将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由过去的事后评价
为主，改为贯穿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把讲求绩
效融入资金分配、使用、监督的各个环节。 改变单
一的评价方式，实现考核四个“全”：范围全覆盖、
对象全方位、贯穿全过程、方法全系列，逐步完善
了第三方评价体系。

疏堵结合激活“闲置趴账”资金。 一手抓存量
消化，一手抓增量优化，将“资金拨付进度”“资金
结转结余率”“整合资金成效”等纳入评价体系，避
免资金趴在账上“打呼噜”。

加强绩效信息平台建设。 结合扶贫资金动态
监控系统建设，推进绩效管理信息化，逐步将各级
各部门扶贫项目资金统一纳入平台管理， 力争架
起绩效管理的“信息高速路”。

创新资金监管方式， 加强扶贫资金动态监控
系统建设。 2018 年 5 月，在全国率先启动扶贫资
金动态监控系统建设， 将各级各类扶贫资金和项
目全部纳入台账，合理设置预警指标，实现各级各
类扶贫资金全过程实时监控， 纳入动态监控系统
监控范围的中央和省级扶贫资金总计 78项。

创新扶贫资金绩效管理方式。 2018 年 6 月，
全面启动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坚持“花钱
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原则，严格落实扶贫资金绩
效目标管理各项工作。 同时，省财政开展财政扶贫
资金绩效考评工作，实行奖优惩劣。 近年来，省财
政共安排 2.11亿元， 奖励在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
评中成绩优异的县市区。

推行贫困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一审一议一
评”模式。 为加快推进贫困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
度， 各地利用扶贫资金在贫困村实施且单项投资
总额度 200万元以上 400万元以下的项目， 按照
“一审一议一评”模式实行，尽量简化项目评审程
序，充分赋予贫困群众相应决策权，听取贫困群众
意见。

2019 年，省财政将继续以强化资金保障和监
管为主线， 以作风建设为抓手， 全力支持脱贫攻
坚，让更多贫困群众早日脱贫。

财政扶贫投入“节节高”

2016 年-2018 年 ，51
个贫困县累计统筹整合财
政涉农资金 464 亿元 ，使
用统筹整合涉农资金支持
的扶贫基础设施和产业项
目累计超过 6 万个。

2018年2017 年

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

116.71
亿元

增长
10.41%

2018 年 ， 省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投
入 116.71 亿元 ，较
上年增长 10.41% 。
其 中 ， 中 央 投 入
46.94 亿元，较上年
增长 9.75%；省级投
入 38.14 亿元，较上
年增长 13.04% ；市
县投入 31.63 亿元，
较上年增长 8.32%。

2018 年 8 月 7 日，攸县鸾山镇江冲村，村民在黄桃产业扶贫示范基
地采摘黄桃外销。 在产业扶贫资金支持下，该村发展黄桃产业，种植户人
均年增收 3000 元。 唐 俊 摄

2018 年 11 月 8 日， 道县寿
雁镇水源头村， 村民在黑木耳基
地里忙碌。 道县在推进产业扶贫
过程中，采取“公司＋基地＋农户”
的方式， 引导贫困户发展特色种
植，拓宽增收渠道。 何红福 摄

2018 年 6 月 10 日，慈利县赵家岗土家族乡天台村金
坪安置点，75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入住。 唐 俊 摄

2018 年 9 月
13 日， 新晃侗族自
治 县 鱼 市 镇 华 南
村， 村民向村委会
递交 “主动申请脱
贫”申请书。

李 健 摄

强化资金保障，推进资金统筹整合———
以投入强度保扶贫力度

以作风建设促脱贫攻坚———
“监督阀”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教育扶贫，不
让一个学生因贫
失学。 2018 年 11
月 21 日， 隆回县
荷香桥镇树竹完
全小学，学生坐在
崭新的课桌前学
习。 罗理力 摄

2018 年 12 月 19 日，永顺县高坪乡贫困户向
明润高兴地向考核组报告自己当年的收入： 仅在
猕猴桃产业园务工一项，收入就超过 2万元。

按照“资金使用精准”的要求，省财政精准发
力，聚焦“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
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
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和深度贫困地区，越来越
多和向明润一样的贫困户走出贫困的沼泽， 开启
幸福生活的新征程。

聚焦“五个一批”，资金使用更加精准。
———推动扶贫产业发展。 一是鼓励贫困户自

主发展产业。 通过财政贴息、保费补贴等方式，支持
湖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开发“惠农担 -粮食
贷”、“惠农担 - 救灾贷”等金融产品；支持、规范扶
贫小额信用贷款业务，拓宽贫困户自主发展产业投
入渠道。二是支持重点扶贫产业发展。 2018年安排
扶贫资金 5 亿元，通过以奖代补方式，鼓励龙头企
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
动贫困人口脱贫。 在全国率先推出“财银保”，撬动
扶贫产业贷款，覆盖 51个贫困县。 率先探索“无抵
押、无担保、财政贴息”的扶贫小额信贷模式，以金
融活水“滴灌”贫困户。 三是实施精准扶贫特色农业
保险政策。2018年，投入扶贫资金近 4000万元，在
51个贫困县实行特色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帮助
解决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的后顾之忧。 四是支持电
子商务进村。 2018年，中央安排我省电子商务进农
村专项资金 2.75亿元， 其中 2.45亿元安排到武陵
山、罗霄山片区县，有力推动了片区内电子商务体
系建设。五是支持光伏扶贫产业。安排扶贫资金 1.2
亿元，支持光伏发电扶贫项目建设，发展壮大贫困
村集体经济，增加贫困群众收入。

———积极筹措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资金。 为让
贫困群众住有所居、居有所安，我省出台易地扶贫
搬迁建设模式优化调整意见。 2016 年 -2018 年，
省财政共筹集易地扶贫搬迁资金 410.4 亿元，支
持 7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挪穷窝、迁新居。

———加强生态脱贫。 按照《湖南省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生态护林员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按每
人每年 1 万元的补助标准， 聘用建档立卡的贫困
人口为生态护林员。 2018年，中央和省共安排 1.9
亿元，在 51个贫困县聘请生态护林员 1.9万余人。

———支持教育扶贫。一是聚焦困难学生。2018
年投入各类学生资助资金约 137 亿元， 约 883 万

学生获得资助， 将建档立贫困学生优先纳入资助
范围， 并给予最高档次的资助。 二是聚焦乡村教
师。 2018 年，中央和省财政安排用于乡村教师培
养培训以及提高待遇的资金规模达到 36亿元。

———完善兜底保障体系。 一方面，提高兜底保
障水平。 2018年初，省财政厅联合省民政厅、省扶
贫办印发《关于调整全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指导
标准和救助水平的通知》， 明确 2018 年农村低保
标准提高到不低于每年 3200 元，实现低保与扶贫
标准“两线合一”；农村低保月人均救助水平不低
于 170 元， 并将低保指导标准和救助水平纳入省
“为民办实事”项目。 2018 年，中央和省财政共安
排 92.4亿元用于困难群众生活兜底保障。 另一方
面，加大医疗救助力度。 2018 年初，在 11 个深度
贫困县开展建档立卡贫困户医疗救助工作试点，
从 7 月 1 日起在全省全面推开。 省财政共下达城
乡居民基本医保补助资金 245.62 亿元，下达医疗
救助资金 16.24 亿元，出台了“三提高、两补贴、一
减免、一兜底”特惠政策。 贫困群众医保报销比例
大幅提高，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 50%，大病住院政
策范围内报销比例提到 90%以上， 特困人员个人
缴费部分全额补贴，有效缓解了贫困户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压力。 同时，我省于 2018 年 8 月 1 日
起全面启动各县市区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截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全省共结算 109.16 万人，
结算医疗总费用 60.38 亿元，报销总金额 53.18 亿
元，实际报销比例达到 88.09%。

瞄准深度贫困地区，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制定
实施方案， 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加大资金倾
斜力度。 从 2018年起，省财政每年安排 3.3亿元，
对 11 个深度贫困县进行倾斜支持；将新增的统筹
整合涉农资金的 50%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把深
度贫困县的危房改造省级补助标准从 1 万元 / 户
提高到 1.4万元 /户。

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补齐贫困
地区发展短板。 一是支持农村道路建设。 2018年
投入 49.5亿元支持农村通组路建设。 二是支持农
网改造升级。2018年，投入 6.05亿元，推动农网改
造升级。 三是支持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2018
年， 下达中央和省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资
金 12.3亿元， 有力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
全问题。四是支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2018年，省
财政共安排奖补资金 6 亿元， 其中下达贫困县用
于精准扶贫的资金为 3.3亿元。五是支持贫困户危
房改造。 2018 年，中央和省财政共安排补助资金
38.73 亿元， 贫困县中央补助标准达到每户 1.34
万元，省级补助标准提高到每户 1 万元，优先保障
当年计划脱贫摘帽县贫困户的危房改造任务。

聚焦“五个一批”和深度贫困地区———
“源头活水”滴灌贫困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