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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走进双牌县的山山水水，全县上下砥砺奋进
脱贫攻坚的滚滚热潮扑面而来：数千名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进
村入户扶贫帮困、易地扶贫搬迁、农村综合服务平台等扶贫
项目加紧建设，67 个贫困村的光伏发电站全线运营……为迎
接脱贫“摘帽”验收大考的各项准备工作紧张有序积极推进。

位于湖南省南部、永州市中部的双牌县，是一个集山区、
林区、水淹区于一体的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程度
深，脱贫难度大，全县 114 个行政村，贫困村达 67 个，14.8 万
农村人口，建档立卡贫困户达 6873 户 27117 人。

近年来，按照中央、省、市关于精准扶贫的部署要求，双
牌县把精准扶贫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举全
县之力、集全民之智，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役，精准发力，
攻城拔寨。 2016 年底，全县共实现 14316 人脱贫，17 个脱贫
村出列 ， 贫困发生率从 2013 年 18.2%下降到 2016 年的
8.6%，获得了 2015 年度全省扶贫实绩综合优秀县、2016 年度
全省全面小康推进工作十快进县等殊荣。 2017 年，双牌聚焦
整县脱贫“摘帽”的宏伟目标，全县鼓足干劲正全力以赴备战
年底脱贫“摘帽”验收大考，力争在脱贫攻坚的峥嵘岁月中书
写波澜壮阔的辉煌篇章。

统筹组织篇
责任如山勇担当

责任如山，责任如令，早在 2014
年，双牌县委就将精准扶贫定为全县
五大重点工作之首，列入重要工作日
程。 2015 年 11 月，县委九届五次全
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双牌县委关于加
快精准扶贫开发工作的决议》， 全面
拉开了精准扶贫攻坚战役的序幕。 今
年 2 月 18 日，围绕 10665 人脱贫、贫
困发生率下降至 1.43%、 50 个贫困
村全部出列、实现整县脱贫“摘帽”的
目标，双牌召开了决战脱贫攻坚誓师
大会，向脱贫“摘帽”目标展开了最后
的加速冲刺。

思想上高点定位， 工作中实处布
局。为建立最有效的工作机制，形成最
强大的推进力度， 双牌县组建了高规
格的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 所有县
委常委和人大、 政协主要领导全部充
实到领导小组里面。 9 月， 针对脱贫
“摘帽”考核的 10项指标，又整合成立
了全县贫困退出村组道路、安全饮水、
电力保障、教育保障、医疗保障、住房
保障、农村低保、城乡特困人员供养、
村级公共服务、产业发展、村“两委”班
子及党员队伍建设等“十大工程”指挥
部，由分管县级领导分头负责。今年以
来，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委会专题研
究扶贫工作 16次，召开县级层面的各
种调度会、推进会达 50余次。

将军奋勇，三军争先。 在脱贫攻
坚中， 双牌县各级领导以身作则，率
先垂范。 县委书记苏小康作为该县脱
贫攻坚第一责任人， 狠抓顶层设计、
统筹组织和重点工作突破，几年来为
扶贫工作殚精竭虑。 为使森林土鸡这
一扶贫产业发展壮大，今年春节后刚
一上班，苏小康白天到各单位走访检
查工作，晚上还主持森林土鸡发展调
度会和森林土鸡产业发展座谈会，向
大户问计，向群众请教。 经过不懈努
力，目前森林土鸡成为了双牌惠及面
最广的扶贫产业。 县委副书记、县长
肖质彬带头啃硬骨头，在春节前后深
入一线密集调度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使这一工作在短期内由后进变成先
进。 其他县委、县政府分管扶贫工作
的领导，也都全身心投入到脱贫攻坚
工作中，利用节假日下乡入村成为工
作常态。 在县级领导的示范带动下，
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真正把扶贫当
作第一责任，第一要务，不少干部笑
称自己不是在扶贫工作的现场，就是
在去扶贫的路上，全县上下形成了众
志成城攻坚扶贫的良好态势。

聚力帮扶篇
春风送暖入万家

精准帮扶， 首先要把驻村帮扶和结
对帮扶这篇文章做好。 今年以来，双牌县
把针对脱贫攻坚工作格局的变化， 对驻
村帮扶工作队进行调整， 全县共派出驻
村工作队 62个， 每个工作队 3 人以上，
按照“一托一”方式（每个工作队驻一个
贫困村、托管一个非贫困村）驻点村 109
个，加上省市驻点的 5 个村，实现了全县
114个行政村驻村帮扶全覆盖。 同时，大
力组织干部职工与贫困户广泛结对，全
县已有 3485名公职人员与 6873户贫困
家庭结为“亲戚”，定向联系，定点帮扶。

双牌县还专门出台了针对驻村帮扶
工作队的考核管理办法，明确工作队管
理考核以乡镇为主，按照考核结果，严格
奖罚兑现，并与干部的提拔任用密切挂
钩，今年以来，对在驻村帮扶中表现优秀
的 28 名干部予以提拔重用， 对工作不
力的 11 名干部做了组织调整。 通过系
列举措， 全县工作队作风更加务实，工
作更加深入，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
帮扶也落到了实处，“嘘寒问暖篱笆院，
访户谈心左右邻”，已成为全县工作队日
常工作写照。 如今在双牌，结对帮扶成
为干部职工日常聊天的重要话题，“干部
心忧贫户事，归来汗水透衣冠”，这样的
现象屡见不鲜，不少帮扶责任人与贫困
户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呈现了
不少党群干群鱼水情深的动人场景。

为进一步拓展帮扶力量，双牌还积
极推动社会扶贫，重点推进“中国社会扶
贫网”双牌上线工作，截至目前， 1.6 万
多名爱心人士、202 名信息管理员上线
注册，贫困户网上注册全覆盖，对接帮
扶贫困户需求 11912 起，捐赠爱心物资
达 200 万元。 同时充分发挥扶贫网的粘
合作用，组建了 7 支扶贫志愿队，动员
12 家社会组织、16� 家企业加入到社会
扶贫队伍，实现了党委、政府与民间同
心、线上与线下互动，最广泛的集聚了资
源，凝聚了合力。

要彻底实现脱贫解困，发展才是硬道理，
增收才是根本点。为此，双牌县大力发展扶贫
产业，增强贫困户的“造血”功能。 2016 年，
双牌县委、县政府从县情实际出发，经过反复
论证，因地制宜，在已全面推开的全域旅游产
业外，还确立了光伏发电、森林土鸡养殖、茶
叶种植、药材种植、反季马铃薯种植、牛羊养
殖等六大重点扶贫产业，通过政府主导、市场
主体、群众参与的方式，掀起了一场“产业增
收治穷根”的大会战。

以前，双牌 80%以上的贫困村是集体经
济空白村，要增强贫困村发展活力，必须要建
立村集体经济的稳定来源。 2016 年 6 月起，
县委、 县政府整合资金 2200 万元在每个贫
困村建设了装机 40—65 千瓦的光伏电站，
仅此一项可确保每个贫困村年均增收 4 万元
以上。 到今年 6 月底，全县 67 个贫困村的光
伏电站全部并网发电。 最早竣工发电的泷泊

镇卿家巷村光伏电站， 月均售电可达 8000
度， 建成至今已经为村集体经济增收了 5 万
元，真正成为该村集体经济的产业支柱。

双牌森林覆盖率超过 80%，县委、县政府
立足优越的生态条件，规划了茶叶种植、药材
种植、牛羊养殖、森林土鸡养殖等林下经济产
业。 为发展森林土鸡，该县引进了云浩公司，
2016 年来通过“统一防疫、统一供苗、统一技
术指导、统一质量标准、统一保低价收购”的
模式陆续向贫困户免费发放鸡苗 40 万羽，带
动 6000 余户贫困户发
展森林土鸡养殖， 户均
增收 1000 元以上。 同
时，云台山万亩茶园、永
岚现代农业示范园等规
模产业基地纷纷涌现，
正成为带动贫困户增收
的生力军。

双牌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是全省第三批
特色县域经济文化旅游产业重点县。 双牌结
合重点县项目建设，积极推进“旅游 + 扶贫”
发展战略， 重点打造了茶林桐子坳村为代表
的乡村旅游项目，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桐子坳
村全村群众吃上了旅游饭， 走上了脱贫致富
快车道，桐子坳、坦田、白水岭等 7 个村也被
列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 桐子坳村还
被评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湖南省特色
旅游名村、湖南省宜居村庄，获得了 2016 年
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荣誉。

要帮助高寒边远地区的群众脱贫， 易地
扶贫搬迁是关键之举。 双牌县 85%的地区是
山地，全县有不少人口居住在山区。 近年来，
该县积极推动不适宜居住地区群众搬迁到乡
镇集中居住区和县城安置点， 山区人民的居
住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 但仍有上万名贫困
群众的安居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016 年，双牌县委、县政府将解决贫困
群众住房问题提上重要工作日程， 将易地扶
贫搬迁列为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既严格
落实政策要求，又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因地制
宜，因情施策。 在具体工作中，双牌县主要采
取了三种模式，一是乡镇安置点集中安置，二
是贫困户分散自建，三是贫困户自购房安置，

由符合易地扶贫搬迁条件的贫困对象选择最
适合自己的安置方式， 得到广大贫困群众的
拥护和支持。 2016 年底，当年新建的 6 个集
中安置点竣工， 安置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195
户 766 人。 2017 年，全县将易地搬迁目标定
为 5814 人，其中集中安置 412 户 1565 人，分
散自建 620 户 2249 人， 购房安置 457 户
2000 人，基本实现应搬尽搬。 近日，泷泊镇雅
苑安置点主体已经竣工， 前来看房的群众络
绎不绝， 部分群众开始规划着对新房进行内
部装修，有的还设想着在农历年前搬进新居，
过一个红红火火的新年。 五星岭乡朝阳村的
卢永荣是一个无房渔民， 今年得益于扶贫政
策，在县城购置了新房，他激动地说：“我家有
3 名贫困人口， 政府补贴了我 10 余万元，并
减免了大部分办证费用，全靠党的好政策，我
终于可以摘掉无房户的帽子了。 ”

在全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的同时， 双牌
县持续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程， 极大地改善
了农村群众的居住条件。 今年，该县对所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住房情况再次进行细致核
查，对核查出存在不同程度危房问题的 1660
余户贫困对象启动危房改造和维修， 危房改
造新建户落实每户 3-4 万元的补贴， 危房维
修户视情况落实 6000—20000 元不等的维
修资金， 确保年底前所有贫困户的住房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

要实现安居，除了保障住房安全外，还要
突出改善贫困村人居环境。 双牌今年整合涉
农资金 2 亿余元，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实
施贫困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对今年 50 个预脱
贫村的交通出行、五小水利、安全饮水、电力
保障、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全面提质。 同时，
实施文化、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环境整治等
民生微实事项目 270 余个， 全面提升了村级
公共服务能力。

“要把各项惠民利民政策落实落地，用足
用好， 让广大贫困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双牌县委、县政府在工作中始终坚持
着这一工作理念。

———大力推进教育扶贫。针对贫困家庭，
除全面落实国家学生资助政策的“规定动作”
外，双牌还精心打出了“两个补齐”、免教辅材
料费、免作业本费、“一家一”助学就业工程等
“组合拳”， 构建完善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
育、 从普惠性到非普惠性全覆盖的贫困学生
资助体系。 2016 年以来，全县共资助贫困学
生 2.3 万人次， 发放资助金 2000 多万元、助
学贷款 1800 万元。 同时，实行县乡村“三
级联动”，村干部、老师、监护人“三帮一”的劝
学保学督学工作机制， 确保不让一个孩子因
贫辍学。

———大力推进健康扶贫。 该县不断健全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医疗扶
助配套衔接的医疗保障制度。 全县贫困人口
参保率 100%，个人征缴部分给予全额补贴，
同时医疗费整合报账率提高到 90%以上、医

疗费报账比例提高 10%、 大病医疗保险起付
降低 50%、“先诊疗后付款”、 医疗保险补助

“一站式”结算等系列政策陆续得到落实。 每
一个贫困人口有病看得起、 看得上的目标初
步实现，全县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得到
有效遏制。

———大力推进社会保障。 双牌深入开展了
城乡低保和农村兜底保障对象认定清理整顿工
作，将农村兜底保障标准提高到 253元 /月，实
现了农村低保标准和扶贫标准“两线合一”。 为
提高贫困户抗风险能力，2017年由县财政缴纳
保费 187.9万元， 为全县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购买了“扶贫特惠保”， 7月 2日特大洪灾发
生后，承保公司第一时间启动理赔程序，完成理
赔 114人次，理赔金额 33万元，最大限度挽回
了贫困户因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

双牌县委、 县政府带领 20 万双牌人民，
正朝着脱贫“摘帽”的伟大目标，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干劲、“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的韧劲，披荆斩棘，大步向前，在脱贫攻坚的
征程中谱写更加华美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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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牌县委书记苏小康（左四），县委副书记、县长肖质彬（左五）调研扶贫产业。

马铃薯产业基地。

高山虎爪姜。

双牌森林
土鸡 ， 这种土
鸡 吃 的 是 玉
米，白天放养 ，
晚上回笼。

（本版图片由双牌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