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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20日，青树嘴镇党委决定
给予该镇沙港市村党总支委员、 村委委员孙
某某党内警告处分。 孙某某在负责沙港市村
原农学片区工作期间， 违反工作纪律，2016
年在原农学片区精准识别贫困户时未按要求
进行逐户甄别， 在未上门调查及未全面掌握
农户相关信息情况下提议将该村朱某友一家
3 人及其弟朱某来作为整户贫困户上报，致
使该户 4 人成为当年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2017 年未按要求对“四类人员”进行清理，在
未认真核实及未掌握朱某来拥有小汽车相关
信息的情况下，2017 年 6 月将不符合条件的
朱某友一家 3人与朱某来作为整户上报申请
易地搬迁， 致使朱某友一家 3 人与朱某来共
同享受了茅草街镇接龙安置区的 100 平方
米的安置房，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今年以来， 该县纪委监委查处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 125 个，立案 51 件，党纪政

务处分 27人， 组织处理 72 人， 追缴资金数
17.66 万元，退还群众资金 14.29 万元，通报
11期 25人。

“老乡，请问你家的帮扶责任人多久到你
屋里来一次？ 你对他们的工作满意吗？ ”“你
家的扶贫手册相关内容和信息是否完整？ 麻
烦您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 这是南县脱贫
攻坚工作专项监督检查小组工作人员于 11
月 20 日上门走访华阁镇同兴村某贫困户摸
排驻村扶贫工作人员是否存在履职不力问题
的一幕。

据悉，由该县纪委监委、县委督查室、县
政府督查室、 县驻村办组成的脱贫攻坚工作
联合督查小组，通过突击暗访、电话抽查、查
看驻守情况登记表等方式了解驻村扶贫工作
队到岗履职情况。目前，专项监督检查已覆盖
全县 12个乡镇 53个行政村。 该县有关负责
人介绍， 对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因存在作风问
题等需追究责任的坚决追究到底，绝不姑息，
形成震慑， 切实用坚强的纪律保障全面提升
和巩固全县脱贫攻坚成效。

勇立潮头扬风帆，再踏层峰辟新天。近年
来，南县成功探索出“四跟四走”的扶贫模式，
让贫困群众致富路上有榜样可学、 有门路可
循。力戒扶贫工作领域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确保脱贫攻坚工作务实、过程扎实、结果
真实。以基层党建成果促脱贫攻坚，把基层战
斗堡垒打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脱贫致富的种
子已经在洞庭之心———南县这片肥沃的土地
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柏 威 周 静 段双燕

11 月 26 日，南县武圣宫镇等伴洲村。
天空飘着细雨，气温低至 5℃。 南县兵民蔬

菜产销专业合作社的蔬菜基地上， 贫困户易学民
和几名工友正穿着雨衣、雨鞋采摘蔬菜。菜筐满了
一半，易学民站起身，对着双手呵了一口热气，抬起
头高兴地说：“政策这么好，靠双手脱贫，谁会怕苦、怕
累呢！ ”当天，他又可以结算到 150 元工资。

初冬时节的南县， 到处翻滚着决胜脱贫攻坚的热
浪，三仙湖镇咸嘉垸村“佛山标美”扶贫车间里，正热火
朝天地赶制年底订制的衣服;茅草街镇正在给 10 位贫
困户派送“自立自强脱贫先进个人”奖状和慰问金;县
委大院里， 一场扶贫小额贷款重点难点工作书记调
度会正在召开……

“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咬紧牙关攻坚。 ” 南县信
息和数据中心扶贫干部姚伟说，南县以习近平总
书记对湖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为引领， 以一
鼓作气的拼劲，向贫困发起最后总攻，确保
如期高质量打赢这场攻坚战。

11 月 17 日， 南县县委书记李劲松赴乡镇
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调研，以“四不两直”方法对
乡镇相关重点工作进行督查指导。 李劲松实地
走访明山头镇安仁村、 耕余堂村和青树嘴镇益
丰垸村、新滨村、沙港市村等地，详细了解乡村
党建促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扶贫政策措
施落实等脱贫攻坚工作情况， 并与当地贫困户
交流，倾听群众对相关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南县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
民生工程， 实行党政主要负责人出任领导小组
组长的“双组长”制，坚持高密度研究部署、高频
率指挥调度， 高位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该县下
发《南县党政领导干部带头开展脱贫攻坚“三走
访三签字”工作实施方案》，并召开专题会议，从
县、乡（镇）、村三级全面部署南县脱贫攻坚“三
走访三签字”工作。 2019 年，县委书记李劲松、
代县长孔令强遍访全县 40 个贫困村， 收集责
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和需巩固提升各类
问题 50 余个，采取现场处理、会议研究、问题
交办等方式分类推进， 逐一解决到位。 确保今
年预脱贫的 8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32 个已
出列贫困村存在的具体问题全面解决， 脱贫成
效进一步巩固提升。

该县抓实驻村结对帮扶，选拔 304 名县直
部门单位干部，对全县 132 个行政村(其中贫困
村 40 个) 开展驻村帮扶； 组织 3425 名县、乡
（镇）、村干部和有带富能力党员与 11183 户贫
困户开展结对帮扶，实现驻村帮扶和结对帮扶
两个 100%全覆盖。

李飞跃是南县文旅广体局的一名普通干
部，今年 4月已办好了退休手续，但至今他还坚
持在南县浪拔湖镇牧鹿湖村驻村扶贫，“要站好
最后一班岗。 ”李飞跃说。

2017年，南县文旅广体局到牧鹿湖村驻村
帮扶， 李飞跃是驻村扶贫工作队长。 牧鹿湖村
支书刘凤祥记得，工作队只用了两个月时间，走
遍了全村 24个村民小组，走进了每家每户。

“刚开始有人说我们是在做秀。”李飞跃说，
深入频繁的走访是为了掌握更多更全面的情
况，要根据贫困群众实际条件，制订“一户一策”
脱贫方案。 通过反复对接， 驻村扶贫工作队已
帮助 27 户贫困户发展稻虾种养，3 家贫困户养
殖大雁和家禽， 该村现已脱贫 278 人，2019 年
拟脱贫 82人。

建强扶贫一线堡垒、充实扶贫一线力量、抓
好扶贫一线历练。 南县选优配强村支“两委”班
子，把 82名致富能手充实到村干部队伍中。 不
断提升基层扶贫干部干事创业的工作热情和能
力水平，畅通“三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85后”青
年杨杰是明山
头镇三永村党总
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杨杰原来
在海南开物流公
司，回乡创业，组建了
南县嘉诚苗木种植专业
合作社， 当年产值就达
700多万元。 先富起来的杨杰
没有忘记乡亲们。他带领三永村村民种
植水杉、池杉、落羽杉及樟树等苗木，亩产纯收入
达到 8000元以上。 2019年，该镇苗木产业带动
农村劳动力就业 2450人， 其中带动贫困人口就
业 712 人， 为全镇农民增加纯收入 3600 多万
元，帮助村民极大提高了经济收入。

打好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人。
南县把党建引领贯穿扶贫工作全过程，充

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严格实施“七个一”工作法，将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脱贫攻坚走访调研、
问题排查整改和“回头看”等工作深度融合，不
断推动精准扶贫工作取得成效。

“多亏镇里干部的支持，帮助我们一家人摘
掉了穷帽子。 ”南县青树嘴镇沙港市村村民余秋
联聊起自己脱贫经历，很是感慨。 59岁的余秋联
家境困难，妻子重病，四处举债。县行政审批服务
局驻村帮扶工作队和镇村干部伸出援手， 无偿
提供价值 5600多元的虾苗虾笼，联系技术部门
提供稻虾共养技术，他种养了 8亩多稻虾田，年
纯收入达 24000多元，一下摘掉了“穷帽子”。

“只有基层党组织建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
才有坚强的战斗堡垒。 ” 县委副书记詹再德表
示， 南县近年来先后提拔重用 39 名驻村结对
帮扶责任干部，年度表彰、“七一”表彰、干部任
用等优先从驻村扶贫工作队员中遴选。

茅草街镇灵官洲村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

禅：“遇事莫着急，去找欧书记。 ”夸赞的是南县
生态环境局驻村第一书记欧伟才。 灵官洲村第
十组村民李和清一家 5口， 仅靠他一个劳动力
种田养家，家境贫寒。 欧伟才得知情况后，一次
次上门找他谈心，从低保补助、危房改造到技能
培训、小额贷款等等，欧伟才的鼓励慢慢帮助李
和清恢复信心、找到了脱贫的出路。 此外，欧伟
才还通过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为茅草街镇
争取项目资金 10 万多元;协调完成灵官洲村的
农电网改造; 组织全局干部职工每人与 3 户贫
困户上门结对，精准帮扶。

党建引领不但能让贫困户“钱袋子鼓起来”，
更能富裕他们的精神生活，南县积极引导各基层
党组织开办农民夜校，大力开展文明新风、禁毒
禁赌、职业技能培训等，有效遏制“因奢致贫”、
“因赌致贫”等现象的发生。 同时，依托文体卫站、
农技站、妇联、团委等部门，广泛开展“送戏下
乡”、“科技下乡”、“送医下乡”、“送书下乡”活动，
组织广大党员群众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开展军鼓、健身舞蹈、气排球赛等有益身心健
康的文体活动，丰富了贫困群众的精神食粮。

提到南县，一定要提到它
的稻虾产业。

目前， 南县打造了 7 个高
标准集中连片万亩稻虾示范基
地，建成 1000 亩以上集中连片
稻虾标准化生产基地 22 个，先

后引进助农农业、泽水居等 20 多
个以稻虾产业为主的现代农业特色

产业园。
2016年， 南县将稻虾产业确定为助推

贫困户脱贫的重要产业。 对发展稻虾种养的
贫困户， 未加入合作社的散户直接发放谷种
和虾苗，直接收购稻虾产品;有劳动能力、有
田地、有意愿但缺资金的贫困户，开展稻虾产
业稻田选址、设计、施工，生产管理一条龙帮
扶，并根据“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针对特困
户进行专门培训， 安排贫困户到稻虾基地工

作，发放工资。
武圣宫镇百联村村民卜建华原本是

2017年的脱贫户， 不料 2018 年其妻子身患
癌症， 巨额的医疗费让这个家庭再次陷入贫
困。 原本技艺不多的他，面对家庭的困境，一
筹莫展。

得知这家人的情况后，今年年初，武圣宫
镇领导和村支两委主动找上门， 决定将卜建
华纳入 2019 年重点脱贫帮扶对象。 卜建华
的帮扶人陈林达了解到卜建华有 6 亩农田，
协同村委因地制宜制订了帮扶计划， 并主动
对接了小龙虾养殖专家任成跃上门一对一帮
扶这家人，他今年收入达 3万余元。

贫困户可以自行种养稻虾， 也可以和合
作社“一同起飞”，经过多年实践摸索，南县走
出了一条“引龙头、建基地、扶大户、带农户”
的产业化扶贫之路。

南县明康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
4100 亩，通过返租倒包、土地入股、劳务入股
等多渠道，辐射带动 192户贫困户增收脱贫。
贫困户彭方说，他流转 10 亩地给基地，租赁
收入就有 8000 多块钱一年， 还在稻虾共养
扶贫基地里务工赚了 3万多块钱。

据了解，截至目前，南县贫困户发展稻虾
生态种养面积近 2 万亩， 有效带动 1.8 万名
贫困群众脱贫， 基本达到了一亩稻虾助推一
人脱贫的效果。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 通过产业带动贫困
户脱贫，稻虾之外，还有更多生力军，南县建
立了冬季菜苔生产基地 15 万亩，成为全国蔬
菜生产重点县、湖南省“蔬菜之乡”;发展龟鳖
高标准养殖基地 2.2 万亩， 实现龟鳖养殖亩
均效益 8000元以上。

明山头镇耕余堂村是个贫困村， 近 3 年
来在南县党校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成
立了 4 家“苗木合作社”，全村苗木已发展到
1500 亩， 贫困户有 47 户参与联营或单独生
产销售，人均收入 300/天。

一鼓作气，决胜脱贫攻坚战

高 位 推 进 尽锐出战

奏响脱贫攻坚“大合唱”党 建 引 领

发 展 产 业 激发内生动力

2019 年初， 南县共有建档立卡贫
困村 40 个，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2547
人(其中，未出列贫困村 8 个、未脱贫人

口为 7979人)。 今年，动态调整过程中，贫困
人口净减少 637人；根据年度减贫计划，

完成 8 个贫困村出列、7094 人脱贫
的减贫任务。 截至今年底，全县 40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 ;31039
名贫困人口脱贫(除新识别和兜
底保障的 871 人之外的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
0.15%。

“现在收入上来了，房子建
好了，身体健康都有保障。 ”等
伴洲村民谭海军说， 他原来是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这几年不但

脱了贫，还住上了新房，镇里的医
生定期会来家中给年迈的父亲体

检。

据了解，“脱贫攻坚战”开展以来，南县易
地扶贫搬迁共安置 1558户，共完成危房改造
指标 9268户，累计拨付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共
计约 1.4 亿元， 共对贫困户兜底维修达 717
户，兜底新建达 317户。 2019年，对全县无任
何自筹资金来源的 90 户四类重点贫困对象
实行了深度兜底统一建设与维修， 切实帮助
每户贫困家庭实现住房安全保障。

在健康扶贫领域，南县全面实施“先诊疗
后付费制度”;建立“一站式”结算专户;全面落
实贫困人口参保补助政策， 为建档立卡的贫
困人口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用。 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县域内综合保障后实际报销
比例 87.02%， 县域外 29 种大病通过转诊实
际报销比例达到 80%。 贫困人口县域内就诊
率达到 90.38%。 40 个贫困村卫生室均已入
驻村“便民服务中心”，组建 81 个签约团队为
贫困人口签约服务，签约率 100%。

在教育扶贫领域，建立了“政府 - 村(社

区)- 家长”一条线和“教育行政部门 - 学校
- 老师”一条线的“控辍保学”双线目标责任
制。 县委、县政府每年预算 500-800 万元用
于推进教育助学扩面提标，做到“四类对象”
帮扶全覆盖。 2019年共为义务教育阶段建档
立卡等贫困对象近 6000 人次， 发放免补资
金 322 万多元； 各级各类资助 25800 多人
次，发放资助资金 1520多万元。 控辍保学全
县达 2810人。

在兜底保障领域， 建立并升级信息核对
平台， 实现 8个部门 15 类信息数据共享，重
新认定农村低保对象 4407 户 7654 人 (其中
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对象 3604户 6354人)。全
县投入资金 5000 多万元， 对乡镇敬老院实
施全面提质改造，共新加床位 600 张，其中
护理型床位 400张。 农村低保标准和农村低
保救助水平达到省里要求， 农村低保制度与
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

在饮水安全方面， 南县已建成集中供水
工程 25 处，提质、升级改造了农村饮水工程
12 处，饮水管网到村到户，全县农村农业人
口 57.48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全面解决。

脱 贫 攻 坚 一张蓝图干到底

严 格 执 纪 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南洲镇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小区。

▲

茅草街
镇地笼王加工
点。

▲青树嘴镇一
个龙虾收购点。

▲

南 县 小
龙虾 协 会 会
长陈明 亮
指导青 树
嘴镇村 民
养殖小 龙
虾。

南洲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菜地。 （本版图片均由南县县委宣传部提供）

南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