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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你好，请问是千手爱心热线吗？ 我

家孩子考上了大学，家里缴不起学费，能
不能帮忙想想办法……”自“千手”爱心
热线开通以来， 每天都要接到好多个类
似的求助电话。

“千手”爱心热线是联通贫困户与爱
心人士之间的一座桥梁。 为创新扶贫工
作载体，宁乡县实施了“千手”爱心基金、
“千手”爱心热线、“千手”爱心驿站系列
“千手”工程，在全县建立起社会救助“一
门受理、协同办理、社会力量参与”的工
作机制，动态兜底使贫困户吃穿不愁，实
现全县面上社会救困的全时间、 全范围
覆盖。

今年以来 ，“千手 ” 爱心热线
（0731-85851780） 共接到和落实 1680
多个求助电话， 其中大多涉及资金物资
需求；“千手” 爱心驿站县级总站共接受
爱心企业、 爱心人士捐赠粮油衣物 2.12
万件， 向 29 个乡镇集中发放物资 1.25
万余件， 救助困难群众 1 万余人，29 个
乡镇“千手”爱心驿站分站已全面启动运
营；举办“千手”爱心活动 38 场次，“千
手” 爱心基金共发放救助资金 1348 万
元，惠及困难群众 13806 人，另有 1000
万元兜底救助资金也将于年底全部到
位。

【延伸】
10 月 17 日，是“全国扶贫日”，不少

人将“1017”谐音为“邀您一起”，意在最
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在宁乡县，扶贫不
是各方“单打独斗”，而是整合资源“抱团
出击”。

县委副书记、 县长王雄文指出：“精
准扶贫工作是党中央一项重大的决策部
署。 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必须肩负起时
代使命，坚强落实不推辞，坚持目标不动
摇，坚持底线不降标，坚持主体不替代，
坚决帮扶不走偏。 ”

在教育阵线， 一场为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的攻坚战高调打响。 今年共铺排贫
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项目 43
所；全县九年义务教育入学已全面覆盖；
制定并下发了教育专项扶贫实施方案。
改善省定贫困村 31 所驻村学校的基础
设施条件，对贫困家庭幼儿、家庭特困学

生补助生活费用， 率先对建档立卡的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
费，并确保贫困家庭“两后生”都能享受
适应就业需求的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
同时，各单位大力开展教育扶贫活动，如
县政协举办“百名政协委员帮扶百名优
秀贫困学子”活动，为 132 名学生捐助近
150 万元；沩山创新“25112”助学体系，
覆盖全乡各学龄段学生……

在医疗领域， 为缓解贫困户看病难
题，大力推进医疗救助扶贫工程。 相关部
门认真落实特惠政策， 明确对低保困难
户大病保险补偿起付线降低 50%， 补偿
起付线为 1 万元； 积极推进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工作， 建档立卡在册对象患重特
大疾病且自负基本医疗费用超过 1 万元
的，全部按超出部分的 20%予以救助。同
时，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兜底。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57347 人基本实
现了城乡医疗保险参保全覆盖。

在金融领域， 实施扶贫小额信贷工
程。 制定了《宁乡县金融扶贫服务站建设
方案》、《宁乡县金融扶贫风险补偿基金
细则》、《贫困户评级授信管理办法》。 目
前，青山桥镇“千手”爱心大屋、流沙河镇
清江村等 5 家金融服务站已投入运营，
另有 2 家服务站正在筹建。 2016 年全县
扶贫小额贷款将全部落实到位。

随着兜底保障扶贫、危房改造、电商
扶贫、旅游扶贫、生态扶贫、交通道路、水
利建设、文化扶贫、乡村卫生等各种专项
扶贫项目的推进， 一张全方位的生活保
障网为 5 万多贫困户用心织就。

“根据宁乡县‘三年脱贫’工作计划,
2014 年、2015 年该县已脱贫 18156 人，
2016 年脱贫任务为 21986 人， 贫困村

‘摘帽’15 个；2017 年脱贫任务为 17205
人，贫困村‘摘帽’17 个。”对于这个任务，
宁乡县委、县政府班子早已烂熟于心。

县委书记周辉表示：“这个任务，宁
乡一定不折不扣地完成。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 扶贫开发是我们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重点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 宁乡
坚决打赢新一轮脱贫攻坚战， 实现民生
更爽，打造群众幸福家园。 ”

（本版图片均由宁乡扶贫办提供）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考察时第一次提出“精准
扶贫”；两年多来，精准扶贫的攻坚战席卷全国，各地积极探索脱贫
“良方”。作为三湘大县，宁乡县以“小康路上不让一人掉队”为信念，
瞄准“痛点”和“病根”，探索出了富有特色的“四式”扶贫———

“四式”扶贫打造“宁乡样本”

宁乡，是三湘大县，也是经济强县。 近年来，宁乡
经济加速快跑， 在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榜单的排名
从 2008 年的第 97 位上升至 2015 年第 39 位， 创造
了令人惊叹的“宁乡速度”。

虽然实力强、发展快，但仍有少数人深受贫穷困
扰。 全县省定贫困村 32 个， 建档立卡贫困户 57347
人。如何让这些人与大多数人同步实现小康？如何在
经济加速的同时提高脱贫速度？

宁乡县委、县政府不等不待，把精准扶贫放在全
县工作的重要位置。 县委书记周辉担任扶贫 “总指
挥”，亲自上阵挂帅扶贫；县委副书记、代县长王雄文
多次组织调度扶贫项目，带队深入扶贫一线。 县里压
实任务、强化责任，构建起严密高效的工作体系，并
投入 3000 万元注册成立国有平台扶贫开发公司，安
排专项扶贫资金 2000 万元。

随着 “654321”结对帮扶 、“四乘四 ”个性扶贫 、
“千手”爱心工程等一系列“民生工程”、“暖心工程”
相继实施，越来越多的贫困者跟上奔小康的队伍。 宁
乡县扶贫工作与县域经济同步快跑， 打造出精准扶
贫的“宁乡样本”。

近日，我们走进宁乡，深入探访宁乡精准扶贫的
做法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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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近日， 沩山乡 71 岁的刘瑞钦老

人家中迎来了熟悉的客人———县、乡
对口扶贫干部。 刘老已记不清，这是
扶贫干部第几次上门走访了。

刘瑞钦家中现有老伴、孙女三口
人，儿子自从将两岁孙女送回家后就
一去不回， 现已整整十年没回家，儿
媳也已另嫁他乡，平日一家人就靠每
月 130 元的低保和几分地的生姜维
持生计。“我最担心的，一是孙女的学
费，二是家里这个房子，墙壁都开裂
了，住不得人，但就是没钱修。 ”乡里
扶贫干部多次上门走访，了解情况后
靶向治疗。现在，县、乡政府已组织爱
心企业家资助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
前茅的小孙女读书，直到大学毕业甚
至出国留学，爱心企业家慷慨表示帮
扶到底。 对于危房改造，县里已补助
4 万元帮助刘老汉移址重建房屋。 一
家老小心里暖乎乎的。

同是贫困户，吴凤莲的受益方式
与刘老汉不一样。 40 来岁的吴凤莲，
仅有小学一年级文化，家里有两个小

孩和因车祸致残且精神失常的丈夫，一共四口人。 家中
仅有两间摇摇欲坠的破屋，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县、乡政
府引进了宁乡县界头养蜂专业合作社，公司给吴凤莲这
样的典型贫困户免费提供两箱蜂源， 同时全程技术指
导，而且承诺：如果蜂蜜没有销路，公司将以高于市场价
10%的价格保底回收。 这让吴凤莲吃了定心丸。 今年 7
月她开始养蜂，目前已产出蜂蜜 60 斤，以 60 元一斤的
价格在沩山乡千手爱心驿站销售，供不应求。今年底，吴
凤莲还将搬进政府新盖的爱心大屋，她说：“第一次感觉
生活有了盼头。 ”

【延伸】
“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读不起书，有的

看不起病，有的没有劳动能力，有的缺乏启动资金，如果
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可能真正实现全面脱贫。 ”周辉认
为：“扶贫工作，应该像点穴治病。 识穴为先、点功为要、
祛病为本。 ”

识穴，就是精准识贫，了解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
贫原因；点功，就是“点对点”服务、“一对一”救助、“多对
一”帮扶，不摘帽不松劲，不脱贫不脱钩。

宁乡全县现有 5 万多贫困人口， 他们的困难在哪
里？ 脱贫出路又在哪里？ 针对这些问题，宁乡县各级、各
部门对口定任务，层层走访，各个找因。

县一级做好顶层设计， 构建了精准扶贫责任体系，
将扶贫责任层层压实，并组织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
记、乡镇长（办事处主任）、专职副书记对本辖区内所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走访， 一次不行就两次； 创新
“654321”结对帮扶模式，即全县副厅级干部结对帮扶 6
户，正处级干部结对帮扶 5 户……以此类推。 结对帮扶
的遵循“要盘清家底，不要马马虎虎”、“要经常联系，不
要一走了之”等“七要、七不要”准则，落实好“开一个会、
填一本册子、解读落实好一套政策”等“十个一”。

在做好县里规定动作的同时，各乡镇（街道）创新自
选动作。 如沩山乡就推行“四乘四”个性化扶贫模式，坚
持“四个一”精准识贫，“四个到位”个性帮扶，“四个突
出”重点攻坚，“四个保障”坚强支撑，有效实现了脱贫攻
坚精准到人。 目前，全乡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已有 560 户
基本达到脱贫标准， 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的 92.4%，
2016 年 11 月底将率先实现全面脱贫。

【案例】
喻瑞林一家，过去是青山桥镇海拔

最高的一户人家。 家中四口人，64 岁的
老喻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 干不了重
活；两个儿子，因小时候被倒塌的房子
砸伤，也无法从事高强度劳动；妻子前
几年则患上了精神病。 一家人被病残拖
垮，日子过得异常清苦。

去年，县里搞对口扶贫。 宁乡县委
书记、 时任县长周辉多次过问他家情
况，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在政
府部门帮助下，今年 8 月，老喻一家搬
进了镇里的“千手”爱心大屋。 爱心大屋
就建在集镇上，生活、看病十分方便。 而
且大屋里家具、电器连睡觉的被子都一
应俱全，拎包即可入住。 老喻干不了重
活，镇里帮他开了个小卖部。 现在，小卖
部每天能实现毛收入 300-400 元，纯
利 30-40 元。

“没想到老了还能过上这样的好日
子，感谢政府啊！ ”老喻红着眼圈激动地
说。

【延伸】
精准扶贫不是强行脱贫，而是要拔

除贫根。 对于最困难的贫困户而言，仅
仅依靠产业扶贫、危房改造、医疗扶贫、
免除学杂费、完善基础设施扶贫等单项
措施，不仅历时长、见效慢，且始终难以
彻底解决最困难群体的问题。 经过多次
调研，宁乡县委、县政府深刻认识到只
有易地扶贫搬迁才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扶贫方式，不仅有利于降低贫困户生活
成本，获得资产增值，还能够实现贫困

户由蜗居深山向守望相助的社区化管理
转变，利于后续帮扶。

为此，县里启动了“千手”爱心大屋
工程。在选址上，爱心大屋工程与旅游开
发相结合、与工业园区相结合、与集镇建
设相结合， 确保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和配套服务。 如今，大屋在青山桥、黄材
炭河古城、沩山、横市、龙田、流沙河、高
新区等地相继开建， 计划搬迁贫困户超
过 500 户。

有了新房子，家具家电怎么办？原来
那些破破烂烂的家什， 怎么搬得进崭新
的大屋？可是，购新家具买新被子哪一个
贫困户又拿得出钱呢？贫困户的烦心事，
宁乡县委、 县政府想到了。 县里开展了
“贫困户搬新家，我来帮一把”活动，组织
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为对口易地扶贫搬
迁贫困户捐赠家具、 家电等配套生活物
资。

贫困户入住后，政府交房、交钥匙、
交房产证，并承诺山水田土权属、政策补
贴权益、原村身份权利三个不变，让群众
吃下定心丸。 为解决搬迁贫困户的吃饭
问题，各乡镇根据实际情况，可对贫困户
原有的田地统一进行流转，再在“千手”
爱心大屋周边流转耕地，按每户 1-2 分
地的标准分配给搬迁户做菜地。 对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给予技术培训，提供
就业岗位；对有创业需求的，提供信用贷
款和发展平台。在配套建设、社区管理等
方面积极做好入住后的细节工作， 配套
建设及“千手”爱心驿站等后续管理工作
打通了“千手”爱心大屋最后一公里。

【案例】
流沙河镇草冲村何家两姐妹都在读

高中。 80 岁的奶奶垂垂老矣，母亲肢体、
智力双重残疾，父亲腰椎损伤，家里开支
大、收入太少，姐妹俩穿衣、学费均靠亲
友接济。 今年初，镇政府给贫困户发放花
猪崽， 何家领养到 5 头。 姐妹俩利用假
期，给家人打帮手，精心喂养，出栏后每
头花猪纯收入 1000 多元。

【延伸】
过去，帮助贫困户多是看一看、问一

问、给笔钱，助贫活动过后贫困户的生活
没有根本改善。 精准扶贫能不能解决贫
困户的真正问题？ 能不能给大家持续的
生活保障？ 针对这些群众最关心的问题，
县委、县政府大力推进产业扶贫，“输血”
更“造血”，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

2016 年， 县财政从 2000 万元扶贫
专项资金中拿出 850 万元专门用于产业
扶贫， 通过企业保底收购、 财政支持奖
补、 公共服务到位、 金融保险支持等形
式，帮助贫困户发展产业脱贫。

去年 11 月，县里率先启动流沙河镇
花猪产业扶贫试点，探索实施政府、贫困
户、龙头企业三方参与的“3+X”产业扶
贫模式，县财政每头花猪补贴 400 元，每
户最多可申请喂养 10 头，养殖户与沙龙
畜牧签订保底收购合同和养殖承诺书，
贫困户采用传统熟食饲养， 沙龙畜牧负
责对土花猪实施保底收购， 保证贫困户
收益稳定， 乡镇畜牧站统一为花猪购买
保险，提供全程技术服务和培训，争取沼
气池建设项目，解决养殖污染问题。 今年

5 月，第一批花猪顺利出栏，每头花猪为
贫困户增收 700-900 元，近 200 户贫困
户用 6 个月时间就基本实现了产业脱
贫。

除花猪产业外， 县里制定了产业扶
贫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了《宁乡县产业扶
贫规划》，市级产业精准扶贫项目入围 21
个， 目前正组织项目主体做好项目验收
准备工作。 全县有沩山炎羽茶业、 金太
阳、湘都等多家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化合
作组织参与到产业扶贫中来， 通过吸收
贫困劳动力就业等方式， 帮助贫困人口
增加劳务性工资收入， 为推动全县产业
扶贫精准助力。

“发展是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 扶贫
要扶志，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提高其
发展能力，发挥其主体作用。 ”周辉表示。

脱贫的愿望每个贫困户都有， 可是
多数贫困户文化水平不高、 发展能力不
足。 为了提高贫困户的创业就业能力，县
里实施了就业与雨露计划培训工程，全
面采集贫困劳动力信息， 建立建档立卡
贫困户就业信息台账。 大力开展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 实施职业技能培训到村到
户工程， 组织举办免费就业轮训 33 期、
培训 2200 余人， 举办专场招聘会 10 余
期， 重点奖补了一批就业带动示范性强
的旅游企业和项目，着力实现“就业解决
温饱、创业促进增收”。 今年，宁乡县贫困
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计划 96 人；贫困
家庭孩子参加雨露计划培训上报人数
280 人； 新增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
6385 人，占比为 42.3%。

“造血式”扶贫： 让贫困者最终能够自己站立

“系统式”扶贫： 全方位织就民生保障网

“治本式”扶贫：
解决最困难群体的最根本问题

县委副书记、代县长王雄文（左）深入贫困户走访问候。

县委书记周辉（左一）深入贫困户家中嘘寒问暖。

县委书记周辉（前右）陪同中央农办副主任韩俊（前中）调研青山
桥镇“千手”爱心大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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