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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沅江市黄茅洲镇子母城村。

听说镇里的干部来了，王祖华从镇上迅速打了个摩的就回了家，“真

的搭帮政府呢！”王祖华开心地笑着，急急打开房门，抽出几张凳子，反复

擦拭，请大家快快入座。王祖华擦凳子的动作有点别扭——她的两手只

剩下了左右两个大拇指，那是年幼时大火留给她的创伤。

因残，缺技术，王祖华一家成了贫困户，但在驻村帮扶工作队和村支

“两委”的帮扶下，于2017年稳定脱贫，如今家中养殖了近百亩稻虾，农

忙时全凭夫妇俩自己动手，冬闲时又各自在附近找点临工补贴家用。王

祖华回家前，正在镇上帮人打扫卫生。她的丈夫李建军今年被评为益阳

市“十大脱贫状元”。家庭年收入早就超过了10万元。

王祖华一家是近几年沅江市脱贫的11532户贫困户之一，自从脱贫

攻坚的战斗在洞庭湖腹地打响，一场亘古未有之事业正在开创：27848人

脱贫，29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发生率降至0.265%，“两不愁三保障”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显著改善……

沅江市四季红镇阳雀洪村原是省
级贫困村，村党支部曾被列为沅江市软
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进行整顿。如今，该
村新建了制衣厂、包装厂、冷冻库 3 家
村集体企业，去年全村人均纯收入比上
年增加1000元。

阳雀洪村的变化是沅江市党建引
领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市
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建+扶贫”的
模式加快脱贫攻坚步伐，促进乡村振
兴，推动高质量发展。市里精准摸排出
70 个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其中 17
个为贫困村。对这些村，由市领导联
点，并从市直部门单位选派优秀科级干
部担任村党组织第一书记，开展整顿帮
扶。

“始终把党建引领作为重中之重，
着力完善适应脱贫攻坚任务需要的党
建工作机制和基层治理体系，切实把党
建优势转化为扶贫优势，组织活力转化
为攻坚动力，确保扶贫有力，脱贫有
效。”沅江市委书记黄育文说。

据了解，沅江市出台《关于全面实
施“党建+扶贫”工程的意见》，进一步
调整充实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严格执
行双组长责任制，书记、市长带头开展

“三走访”工作，逐级签订脱贫攻坚责任
书，全面推行党支部建设标准化，选派
137支驻村帮扶工作队分别到29个贫
困村和 108 个贫困人口超过 100 人的
面上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组织发动全
市7926名党员领导干部结对帮扶所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构建了“市负总责、乡
镇主体、部门联村、干部结对、责任到
人”的层层责任追究机制和自下而上的
问题倒查机制，确保下有执行落脚点，
上有责任承担人。

2018 年，沅江市安排 112 名市直
部门党代表进驻村（社区、管区）党代表
工作室，助力脱贫攻坚。112名党代表
每月结合结对帮扶、百日攻坚、三走访
三签字等活动，深入29个贫困村和108
个贫困人口超过 100 人的面上村开展
调研走访，在贫困村着重了解制约脱贫
的关键问题，探讨产业发展的可行思

路，收集当地党员群众对脱贫攻坚的需
求与建议；针对脱贫攻坚工作中遇到的
难题，党代表以工作室为平台，合力“会
诊”，召开民情分析会，以集体讨论、专
题调研、现场办公等形式组织基层党代
表共研共商，集中智慧解决问题。

“一定要将脱贫攻坚的‘第一粒扣
子’扣好！”沅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杨
智勇说。该市扎实开展扶贫对象动态
调整工作,今年上半年新增285人、减
少 620 人，下半年新增 203 人、减少
266人，“三率一度”有效提高，扶贫信
访问题明显减少。

只有精准的识别，才能精准施策。
目前，沅江全市已有42户112名

渔民从湖洲湖岛上搬到了城区6个集
中安置点。在各个安置点，相关街道
扶贫办、驻村帮扶队已根据渔民的生
活习性，联系鑫海绳网建立扶贫车间，
渔民利用空闲时间来车间做事，计件
发酬，不要求按时上下班。熟手一天
能拿 100 多，新手稍加培训，也有 60
元左右。

祁伟是琼湖街道澎湖村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搬入高新区百乐社区的安
置点后，在驻村帮扶工作队的介绍下，
他在加油站谋得一份工作，有 3000
元的月工资，妻子也在家门口的扶贫
车间编织渔网，每月有近 2000 元收
入。“上了岸，还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
以前怎么敢想哦！”祁伟激动地说。

“我们紧盯‘两不愁三保障’目标，

落实落小落细各项到村到户到人扶贫
政策，努力提升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分管全市扶贫工作的沅江市
委副书记陶汉文说。

2019 年，沅江市投入资金 2753
万元产业扶贫，重点支持 5 家龙头企
业和48家农业专业合作社，新培育2
家年销售收入突破500万元企业，引
导387个新型经营主体累计联结贫困
户22896人，创收3000多万元；29个
贫困村农特产品销售585.09万元；新
增扶贫小额信贷240 笔，惠及贫困户
1598 户次；改造 817 户贫困户危房；
资助各学段贫困学生7083人次，发放
资助金、免学费、免教科书 876.3995
万元；全面落实贫困人口参保补助政
策，消除村卫生室“空白村”；分类保障
兜底对象 4218 户 7770 人、农村低保
户 5307 户 9577 人、农村特困供养对
象 5806 户 5807 人，实现了农村低保
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自来
水管网覆盖率达到96.44%；完成自然
村通水泥（沥青）路建设项目195 个、
里程 288.046 公里，完成农村窄路加
宽建设项目14个、里程40.278公里，
完成安保建设年度任务80.379公里。

汪佳芳原来是住在沅江市草尾镇
保安垸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今年 8
月，汪佳芳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举家迁
入高新区百乐社区集中安置点。当一
家人还沉浸在住进新房的喜悦时，好
事又接踵而来，百乐社区开展“送就业
上门”活动，汪佳芳就近找到了在小区
物业公司当安保的工作，儿子也被推
荐到附近企业工作，家中的收入每个
月有了6000元。

据了解，自2017年开始实施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以来，沅江市建立易地
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6 个，共实施搬
迁 632 户。与此同时，各集中安置点
按属地管理原则，跟进配套设施，开展

“零租金租门店”活动和“送就业上门”
等活动，帮其中 484 户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找到了工作。

今年60 岁的肖花香是沅江市共
华镇白沙洲村的贫困户，曾因椎管瘤
手术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之后每个
月还需要上千元的药费来进行后续
治疗。2015年，湘龙绿色食品公司在
白沙洲设点办厂加工芦笋，肖花香赶
紧去报了名。

“老板是我们村里出去的，在北
京发展得很好，他回来办厂，就是想
带领村民致富。”肖花香说，在湘龙食
品公司做了4年，如今已经成为公司
一名质检员，每月有 2500 元左右的
稳定收入。在芦笋生长的春季，去剥
芦笋还另外计件付工资，如此还能额

外多挣些钱。去年，她的收
入超过 3 万，已经顺利脱
贫。

据湘龙绿色食品公司总经理曾
建德介绍，公司在创办之初就制订了
产业扶贫实施方案，2018 年通过合
作社及产业化发展成功帮助20多户
贫困户脱贫，成为当地扶贫帮扶的

“明星企业”。
沅江市坚持“四跟四走”产业扶

贫模式，统筹产业扶贫和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现代农业发展，加大资金投
入力度，持续推进“一县一特”“一村
一品一社一企”“一户一项目”，17 家
县级龙头企业在贫困村建有产业基
地。实现 29 个贫困村科技特派员全
覆盖，提供果蔬、稻虾、腐乳、生态种
养业等技术服务，为贫困人口创收
3000多万元。

“要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
扶贫与扶志、扶智、扶技、扶德结合。”
沅江市扶贫办主任黄智勇说，面对贫
困户“等、靠、要”思想问题，沅江市从
深层次寻找解决方法，探索建立长效
运行机制，倡导劳动光荣、脱贫光荣
的社会氛围，开展“志”“智”双扶行
动，通过送戏下乡、自主脱贫户评选
表彰、千名干部进百村入万户“践行
初心使命、真情脱贫帮扶”、“脱贫攻
坚百日战”等活动，既送温暖、更送志
气、送信心，激发贫困户脱贫内生动
力。深入挖掘宣传自力更生、脱贫致
富典型人物和经验，评选表彰81名自
立自强脱贫先进个人，用身边人身边
事示范带动贫困群众。

汤其良家原是阳罗洲镇大中村
有名的贫困户，有一次，汤其良跟他
的帮扶责任人提起自己想做产业的
愿望，也说了自己没有启动资金的困
境。帮扶干部迅速帮助他递交了扶
贫小额信贷申请，2017 年初，汤其良
顺利拿到5万元贷款。

有了钱，汤其良在自家的 6 亩田
里做起了青蛙养殖，第一批青蛙养得
非常成功，正好当年收购价比较理
想，产出后一下子挣了10多万，当年
10月，汤其良主动签字脱贫。

2017年，刘意思接受沅江市交
警大队的安排，成为了琼湖街道九
只树村第一支书兼驻村帮扶工作队
队长。他记得下村之前，参加了全
市精准扶贫基础工作培训班，市扶
贫办的工作人员向他们这些学员详
细讲解了贫困户档案怎么建立、脱
贫攻坚手册怎么填写、挂图作战怎
么做到准和实、脱贫攻坚验收如何
组织等内容。

怀揣着“扶贫工作一定要扎实、
来不得半点虚的”的理念，刘意思把
自己和贫困村民紧紧融合在一起，
他走村串户，和村支“两委”班子及
驻村帮扶工作队员一道，按程序重
新确定了 85 户 224 名贫困人口，在
原来的基础上，新增3户11人，并制
订了详细的脱贫方案，只用了一年
时间，九只树村的 85 户 224 名贫困
人口就全部脱了贫。

加强业务培训是沅江市夯实脱
贫攻坚基础的一个重要举措，今年
来，该市举办了脱贫攻坚精细化管
理、驻村帮扶工作、扶贫对象动态管
理等培训班，培训扶贫干部1100余
人次。

“扶贫队伍的业务加强了，扶贫
资金也予以了充分保障。”黄智勇
说，“2019 年全市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总投入6180.75万元（中央、省、益
阳市、沅江市分别投入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 1298 万元、3101 万元、279
万元、1502.75 万元），其中 3898.75
万元用于207个基础设施建设和55
个扶贫产业发展，682万元用于扶贫
小额信款贴息，1600万元用于农村
危房改造。”

联点督察也在一定程度上夯实
了沅江市的脱贫攻坚工作。今年10
月24日，湖南省检察院党组书记、代
检察长叶晓颖率省脱贫攻坚常态化
联点督查第46组来沅督查指导脱贫
攻坚工作，通过实地看、现场问，了解
沅江市脱贫攻坚工作真实情况，并就
督查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和意
见建议。

两年来，联点督查组采取“四不
两直”方式进行了八轮督查，对沅江
市有扶贫任务的镇村实现了全覆
盖，对有些重点镇村进行了多次督
查。在督查组高标准、严要求、多轮
全覆盖的督查暗访及问题交办整改
后，沅江市脱贫攻坚脱贫攻坚各项
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更
细、更实。

与此同时，沅江纪检、监察部门
也高悬利剑，保障了脱贫攻坚工作
扎实推进。据沅江市纪委副书记、

市监委副主任刘名贵介绍，该市出
台《沅江市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专项治理工作考核办法》，加大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整治力度，
2019年以来，共摸排扶贫领域违纪
违法问题线索 89 条，立案 48 件，党
纪政务处分48 人，组织处理44 人，
追缴违纪资金 165.59 万元，退还群
众资金129.15万元，内部通报12期
27件48人，公开曝光6批次7件13
人。认真落实中央“基层减负年”要
求，减少填表报数，精简发文数量，
减少会议频次，规范材料报送，统筹
督查检查。明确提拔重用干部优先
考虑扶贫干部的鲜明导向，落实各
项驻村补贴，为全市扶贫干部购买
人身意外保险，定期组织体检，经常
性开展谈心谈话，激励担当作为。

不久前，黄育文来到泗湖山镇
光复垸村开展脱贫攻坚“三走访三
签字”工作，贫困户王可能一脸开心
地拉着黄育文并告诉他，穷了大半
辈子，如今脱了贫，平时常低着的
头，如今终于可以抬起来了，走路都
有了劲。

王可能的话引来众人一阵开心
的大笑，笑声随着一缕清风送到了
洞庭湖上。滚滚而逝的洞庭湖水，
正在见证这场湖乡巨变。

党建引领，压实责任

精准识别，精准施策

产业造血，“志”“智”双扶

夯实基础，严管厚爱

⑴黄茅洲镇贫困户邓月兰（图左）在该镇民心

村苗木基地学习编织花篮。

⑵黄茅洲镇子母城村贫困户李建军夫妻养殖

小龙虾成功脱贫，并指导全村群众养虾。

⑶四季红镇阳雀洪村“扶贫车间”。廖文 摄

⑷扶贫典型曹伏秋（图左）身残志坚，带领贫困

残疾人致富。 廖文 摄

⑸沅江市召开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暨作风建设

年动员大会，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严防扶贫领

域腐败问题和工作不实不力。

⑴⑴

⑵⑵

⑶⑶

⑷⑷

⑸⑸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沅江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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