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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齐美观的楼房，干净整洁的院落，设施齐
全的文化广场，郁郁葱葱的绿地，平坦宽阔的道
路……资兴市兴宁镇仙桥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
置点，位于国道G357旁边，很是引人注目，是兴
宁镇城区一道美丽的风景。

“搬进新房，生活越来越舒适了。”易地扶贫
搬迁户曹灿雄从八面山瑶族乡梽木村搬迁到仙
桥安置点后，一家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我们一家6口人挤在50多平方米的
土坯房里，生活很不方便，发展产业没条件，就
业也没门路，只有窝在山里穷。”“现在好了，通
过易地搬迁，我们全家住进了 150 平方米的大
房子，有四个卧室，还有宽敞的客厅、餐厅、厨房
和阳台。”曹灿雄满脸笑容地说。如今，他的两
个孩子都在附近的学校上学，他在兴宁镇伟丰
实业扶贫车间上班，妻子也在兴宁镇的一家电
子厂上班，夫妻俩每月有 4000 多元的收入，家
里的日子越过越好。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五个一批”中难
度最大、任务最艰巨的工作。“为了尽早让贫困
群众安居乐业，我们坚持高位推进，在全市形成
了强有力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推进机制。”资兴
市委书记黄峥嵘介绍说，在安置点规划选址上，
该市紧密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新型城镇化、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让集中安置
点靠近“工业园区、旅游景区、乡镇或行政村中
心区域等”，把最好的位置留给易地搬迁贫困户
安置，把最有利于发展的地段留给安置点，把最
方便生产生活的区位留给贫困户。

该市高规格规划、高位推进，成立专门
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易地扶贫搬迁
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两名市级领导专
抓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易地扶贫搬
迁联席办共抽调了 6 名工作人员
负责日常工作调度，确保上级联
席办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能及时
有效的完成。

根据易地搬迁贫困户的意愿，
资兴市有2097人易地搬迁分别安
置到市区矿工南路、兴宁镇区、州门
司镇，共新建三个集中安置点，设计
了 50 平方米、75 平方米、100 平方
米、125 平方米、150 平方米等多种户
型。矿工南路、兴宁镇仙桥村、州门司镇
州门司村三个安置点距离学校、医院不到一
公里，搬迁群众就学就医非常方便。有主要城
市道路、省道、国道从安置点经过，周边就是人
气旺的人员聚集区，就业渠道宽广。

68岁的谭楚南是资兴市州门司镇水南村的
易地搬迁贫困户，已于 2018 年脱贫。如今，他
居住在水南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每年仅编
织竹器就能有几千元的收入。安置点内两栋楼
房整齐排列，小区内干净整洁，人们安居乐业。

“几年前我还住在山顶上的土砖房里。房
子破败不堪，出现了很宽的裂缝。”谭楚南说，
2016年在政府的帮助下，包括他家在内的10多
户“山上”贫困人口终于“下山”搬到新家，居住
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交通也更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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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一方水土养不

活一方人”问题的根本之策，是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重要抓手。

在近年来的脱贫攻坚中，资兴市将易

地扶贫搬迁作为重要工程，将建设、服务、

产业、就业、集中养老、乡村振兴等规划同

步编制，先后投入资金2.7亿元，大力实施

易地扶贫搬迁，共搬迁安置1742户 4717

人。其中实施集中安置项目13个，搬迁安

置1285户 3140人，分散安置457户1577

人。2016年度易地搬迁对象实现了当年建

设当年入住；2017 年度易地搬迁对象于

2018年4月份实现入住；2018年度易地搬

迁对象于2019年6月份实现入住。提前完

成了“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任务，实

现了贫困户“挪穷窝、拔穷根、安新居”。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这是我

们党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也是资

兴市委、市政府对人民的铮铮誓言。

解决了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居
住、就业等问题后，还得从就医、入
学等方面综合施策，才能让贫困户
住得安心、舒心。正如资兴决策者
所说，要让所有搬迁户适应新环
境，融入新社区，过上新生活。

“在安置区社会管理上，我市
重点抓好在城区、镇区集中安置易
地搬迁对象的社会管理工作。”资
兴市发改局局长赖志明介绍，城
区、镇区集中安置点均已建立了业
主委员会，就近纳入社区管理，党
组织、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也已建
立。

如该市由工、青、妇牵头，在矿
工南路安置小区设立工、青、妇等
群团组织社会工作服务站，为搬迁
群众开展矛盾纠纷调处、就业咨
询、学生课后辅导等服务，积累经
验后再逐步推广至其他有条件的
集中安置点。

据了解，资兴市城镇安置达
72.69%。在对易地搬迁集中安置
点选址时，综合考虑了安置位置距
中心城区不能超过1公里，有后续
发展空间，符合城镇规划布局，交
通、教育、医疗、就业等配套设施齐
全。

对因搬迁需进行转学的贫困
子弟，该市按照就近入学原则，事
先给予了统筹安排，全市无一例易
地搬迁学生因搬迁而失学。为解
决矿工南路易地搬迁大型集中安
置点的幼儿入园、入学难题，资兴
市投入2500万元在矿工南路安置
点新建了一所高标准幼儿园，投入
1600 万元对市三完小进行了扩
建，新增学位 810 个，可以彻底解
决因搬迁而形成的幼儿入园、三完
小大班额的问题。

“多亏这里有个四点半学校，
我才能够安心做事，小孩子在这里
也能够学到很多的知识。”资兴市
矿工南路集中安置点搬迁贫困户
汤新荣将 7 岁大的儿子从学校接
回交给辅导老师后，又去了小区的
扶贫车间上班。

为了让易地搬迁来的群众能
够安下心来，资兴市矿工南路集中
安置点设立了群团工作站，配置有
图书阅览室、文娱活动室、四点半
学校、就业直通车等功能室，由工
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负责
管理，采取“群团专干+专业社工+
志愿者”的运行模式，全方位服务
搬迁过来的群众。

“小区里有物业管理，每天都
有人打扫卫生，晚上有保安巡逻，
到处都安装了监控，住在这里很安
全、很放心。”从资兴市黄草镇乐桥

村搬迁过来的贫困户钟好亮对小
区环境十分满意。

为了让搬迁户住得安心、放
心，资兴市3个城镇集中安置点都
引进了专业的物业公司，对小区进
行规范化管理。搬迁过来的居民
就近纳入当地社区或村委会管理。

“我们社区党委在安置区成立
了党支部，设立了专门的党支部活
动室，建立了党员楼栋微信群，小
区居民微信群，居民有事情随时可
以找到我们社区干部。”矿工南路
社区党委副书记侯永健点开自己
手机中的安置区居民微信群说。

尽快让搬迁居民融入社区生
活，由农村人转变成城市居民，社
区党委主动对接，热情服务，帮助
搬迁户出具相关证明及时安排搬
迁户子女就近入学，联系市医疗服
务中心在安置区设立卫生服务站，
让居民在小区就能享受到最好的
医疗服务。同时，组织搬迁户开展
生活技能培训，引导他们养成好的
卫生、生活习惯。

此外，资兴市还创新特困人
员安置模式。2017年将特困贫困
安置与易地搬迁结合，共新建3个
特困人员集中安置点，安置 526
名特困易地扶贫搬迁对象。特困
易地搬迁对象入住后，将管理移
交民政部门，统一纳入农村五保
供养体系，配备经培训的管理人
员，特困对象的生、养、病、葬等问
题全部由政府兜底保障，彻底解
决其住房保障、生活保障、医疗保
障等问题。

三都镇特困人员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点（三都康养中心）位
于 资 兴 市 三 都 镇 鹿 东 村 ，省 道
S213线旁，离市区15公里。这里
采用统规统建集中安置模式，对北
部乡镇 143 户 148 人建档立卡农
村特困人员，进行易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

“特困老人搬进来后，每两人
住一间房间，房间内有独立的卫生
间、洗漱区，有电视，24 小时有热
水，我们统一为老人们做饭，每年
为老人们体检。我们还建设了书
画室、图书室、棋牌室等，旁边还有
一块菜地让老人们适当进行劳动，
老人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幸福。”三
都镇鹿东村特困集中供养安置点
负责人刘娟英介绍，该安置点的建
设和管理通过省民政厅申报全国
民政工作先进单位。

搬出穷山沟，迈向新生活。资
兴特困人员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
的建设管理模式，也得到了国家发
改委、省发改委的肯定与推介。

曾天保是资兴市白廊镇布田村的
贫困户，布田村地处偏远，又在库区，出
来一趟，需要乘车坐船，很不方便。当
初贫困户有建房政策时，他们夫妻俩一
致选择了进城易地搬迁的方式。

同曾天保一样，库区里的搬迁户都
曾居住在穷沟沟里，只有搬迁到环境更
好、交通更便利、资源更丰富的地方，才
能改变现状，改变生活。可世世代代居
住在山里的群众故土难离、乡情难舍，
搬出去能否住得好、怎么谋生，是压在
易地搬迁贫困户心头的大石头。

“没想到我们住进资兴市矿工南路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小区后，小区内
就有一家志亨泰电子厂的扶贫车间，家
门口就让我们就了业。”曾天保开心地
说，“我们夫妻俩都在小区这个扶贫车
间上班，两人工资加起来每月有 6000
多元，以前在老家想都不敢想啊。”像曾
天保夫妻一样，扶贫车间已解决 60 多
人就业。

搬入新地方后，有没有事做？到哪
里去赚钱？这是易地搬迁户心里最大
的担心，也是资兴市委、市政府最关心
的问题。

“为抓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
展和就业帮扶工作，从2018年初开始，
资兴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就开始了密
集的调研工作，提出了抓扶贫工作‘敏
感、用心、过细、协同、对接’等六个方面
的要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要从抓工程
为主转向抓后续发展、后期管理为主。”
资兴市易地扶贫搬迁联席办副主任何
林华介绍，市里将着力点放在抓产业发
展、就业帮扶和安置区社会管理上来。

在产业发展上，该市实行“一个产
业、一名市级牵头领导、一个主抓部门、
一套班子、一块资金”的“五个一”捆绑
推进机制，整合农业、林业、移民等部门
的政策和资金，重点发展东江鱼、东江
果、东江茶、东江有机蔬菜等主导产业，
进一步完善了47项后续产业帮扶措施
和奖励办法，鼓励易地扶贫搬迁户通过
发展产业增收。

资兴市东江街道双溪村易地搬迁
贫困户谢广章，从村里最偏远的黄金山
组搬到瓦家坳组后，离中心城区就更
近了。他借助各种创业帮扶政策，养黑
山羊、藏香猪、鸡、鸭、鱼等，去年他家收
入过7万元，今年养殖来势更好，他说收

入过10万元没一点问题。
据了解，从2016年以来，资兴市共

投入产业帮扶资金 6000 多万元，累计
帮扶项目2万多个，惠及贫困户4803户
13097人次，其中涉及易地扶贫搬迁户
1202户。通过产业帮扶，达到了住房有
保障、脱贫有渠道的效果。

为确实解决搬迁群众的就业问题，
资兴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奖补政
策，引进了东江鱼、伟丰等一批劳动密集
型的扶贫车间落户各集中安置点，吸引
了大批搬迁贫困户就近就业。截至
2020 年 5 月，全市共发展扶贫车间 13
家，帮助搬迁贫困户260多人实现就业。

离兴宁镇仙桥村集中安置点不到
一公里的地方，设有“郴州市伟丰实业
有限公司扶贫车间”，安置就业 400 多
人，其中易地搬迁贫困户41人；唐洞街
道矿工南路集中安置点设有“东江鱼集
团扶贫车间”“志亨泰电子扶贫车间”，
安置易地搬迁贫困户 56 人就业；在州

门司镇州门司村集中安置点，设有“雅
庭藤制品加工厂扶贫车间”，安置易地
搬迁贫困户13人就业，“铭盛电子科技
扶贫车间”，安置易地搬迁贫困户34人
就业……

针对就业能力差的易地扶贫搬迁
困难户，该市通过设置小区卫生保洁、
治安巡逻、物业管理等公益性岗位，解
决年龄偏大、家庭情况特殊的贫困户就
业问题。

“我和妻子都是残疾人，做梦都没想
到能在城里有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感谢
党，感谢政府！”44岁的徐贤超是资兴市
矿工南路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的搬
迁户，搬入安置区之前一直居无定所。
他家搬进新居后，社区安排徐贤超在小
区物业公司当保安，每月除了低保金，还
有1200多元的工资，这对于双手残疾的
他来说，已经是一笔大收入了。

通过多措并举，资兴市有效地帮助
搬迁对象从农民转市民、从务农变务
工，实现了角色转变，激发了贫困户的
内生动力，绝大部分搬迁对象都有了稳
定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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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穷窝，建设美丽新家园

拔穷根，就业创业促增收

安新居，精细服务安民心

蓝天白云映衬下
的资兴市兴宁镇仙桥
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
美丽如画。 朱孝荣 摄

资兴市东江街道双溪村易
地搬迁贫困户谢广章在放黑山
羊。

朱孝荣 摄

资兴市州门司镇水南村，易地搬迁贫困户谭楚南夫妇在编织竹器。
钟镭 摄

航拍资兴市矿工南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 朱孝荣 摄

资兴市
州门司镇易
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小
区，搬迁户
在小区扶贫
车间务工。
朱孝荣 摄

资兴市矿工南路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的
志亨泰扶贫车间正式复
工，工人忙着加工电子配
件产品。 朱孝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