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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情传真 

 

习近平：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注意把握好几个问题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黑龙江、湖南等

代表团讨论时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注意把握好几个问题。 

——扶贫不能搞盆景。不能有的地方锦上添花，有的地方

还是一贫如洗，依然如故，形成反差。不可复制、不可推广是

不行的，这反而有副作用。 

——脱贫和高标准的小康是两码事。我们不是一劳永逸，

毕其功于一役。相对贫困、相对落后、相对差距将长期存在。

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踏踏实实做这个事，不能搞数字游戏。

考核要有正确导向，起到促进作用。 

——要注重提高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不能这几年集中力

量打歼灭战，过了几年又返贫了。 

——要把投身脱贫攻坚第一线作为促进干部成长的过程，

作为考核识别、培养选用干部的重要渠道。 

——抓工作不能狗熊掰棒子。我去过的每个地方我都抓反

馈。有关部门都派人去看过，有的打招呼，有的不打招呼，看

到是在认真抓落实，这很好。要坚持以民为本，民有所想所求，

我们就要帮助他们，为他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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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旺苍脱贫致富路越走越宽 
 

如何啃下硬骨头，做到真扶贫、扶真贫？旺苍县试点项目

让我们看到了脱贫的希望。 

一、政府主导，金融机构精准发力 

旺苍试点项目是 2011 年 5 月开始，由国务院扶贫办、中国

保监会、中国人寿总部在旺苍县张华镇、龙凤乡等地 18 个互助

社启动实施的全国农村扶贫小额保险试点项目。试点的农村扶

贫小额保险项目是依托互助资金项目平台，引导金融资金支持

“三农”建立的农村金融服务新机制。 

去年 6 月，农业银行四川旺苍县支行与旺苍县扶贫开发和

移民工作局签署协议，双方商定，由政府出资 50 万元，设立风

险补偿基金，为农业银行向县域农户发放的贷款提供 7∶3风险

补偿。第一笔风险补偿金额度用完时，由政府追加风险补偿金

后，农业银行再继续发放贷款。农业银行根据农户的信贷需求、

信用等级评定结果、担保能力、还款能力，贷款额度为 3000—

100000 元，贷款期限 3—5年，贷款利率实行基准利率。政府财

政为风险补偿基金担保农户贷款和农户补贴利息的，由农业银

行根据贴息名单将贴息资金支付到农户账上。同时，针对政府

建档立卡贫困户，在评级授信额度和期限内为其发放“免抵押、

免担保”贷款。目前，农业银行四川旺苍支行已向 230 户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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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发放贷款 1009 万元。2016 年，将新增扶贫小额贷款 2900 万

元，帮扶 600 户贫困户发展产业。 

二、建档立卡，贫困农户受益 

旺苍县针对贫困人口个性化问题，采取对症下药、精准滴

灌、靶向治疗的方式精准施策。建档立卡就是找准‘滴灌对象’。

建立“部门包村、干部包户”和驻村扶贫工作队等脱贫制度的

目的就是铺设“滴灌管道”，了解哪一村贫、哪一户穷，摸清底

数、建档立卡。 

秀海村八组村民熊维友，在外打工 20 年，去年返乡创业，

在农业银行贷了 4万元，平整了 4亩土地，栽植脆红李树苗 230

株，建起了养老经济园。秀海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55 户 191 人，

现有 21 户农户在农业银行贷款创业。 

建档立卡一个不少，项目农户自己定，没资金找银行，有

保险作保障，缺什么技术，政府帮什么技术。扶贫方式从“大

水漫灌”转向“精确滴灌”，避免“花架子”，找到脱贫致富的

“金点子”。目前，全县 4.3 万贫困人口中已有超过 86%的贫困

户参加评级授信，争取扶贫小额信用贷款。 

三、返乡创业，辐射效应扩大 

旺苍县龙台村村民熊新兵在外打工近 20 年，学会了香菇种

植管理技术，也积蓄了一些资金，年前，他与其他 3 个合伙人

成立了“天台院香菇种植合作社”，自筹资金 40 万元，通过试

点项目向农业银行贷款 30 万元，租地 20 亩，雇用本村 17 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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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员，种植香菇 25 万袋，今年预计收入可达 12 万元。 

目前，全市“回引工程”已回引返乡创业人员 27826 人、

投资 100 万元以上企业 378 家，带动 11 万余人创业就业，实现

产值 37.5 亿元，成为我市脱贫攻坚战场的生力军。 

 

青川县“八项举措”打好脱贫攻坚战 
 

青川县落实“八项举措”切实打好脱贫攻坚战，计划年内摘

掉 17 个贫困村“穷帽子”、减少绝对贫困人口 6007 人，确保“十

三五”脱贫攻坚开好局、起好步。一是加强领导，压实责任。坚

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强化组织领导，层层明确目标、创

新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扶贫政策落户生根，工作落地

见效。二是精准对象，动态管理。开展精准识别贫困对象“回头

看”，加强对全国建档立卡子系统和“六有”信息平台规范管理，

不断完善县、乡镇、村、户四级档案，确保对象精准，建卡数据

准确，精准体现脱贫成效，做到群众认可，社会满意。三是规划

引领，保障投入。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县、县级部门、乡镇、村、

户“五位一体”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统筹各类资源，保

障投入到位。增加财政投入，引导扶贫项目资金集中投入，撬动

银行资金投入，吸纳社会资金投入，引导贫困群众自主投入，着

力构建“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切实做到目标、责任、资金、

项目、措施、成效“六落实”。四是真帮真扶，增强实效。做好

省、市、县部门结对帮扶协调服务工作；加强浙川对口支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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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和推进“百县万村”“万企帮万村”行动，主动邀请国企、

私企参与青川精准脱贫；建好用好“四川爱心扶贫网”，开展“结

对认亲、爱心扶贫”直通车和“帮乡亲、献爱心”活动，继续做

好“雨露计划”、“ 栋梁工程”、“光彩事业”等扶贫项目；五是

精深探索，创新机制。继续探索精准脱贫与区域攻坚“两轮驱动”，

结合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新农村建设，积极推进整村整乡连片区

域脱贫；总结推广“专合社+集体经济+贫困农户”发展模式，实

现“输血”变“造血”的利益联接机制。深化扶贫小额信贷、财

政扶贫资金股权量化两项改革，解决集体经济“空壳村”问题；

积极推进电商扶贫、旅游扶贫，创新“互联网+扶贫”模式，推

进投资收益、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促进贫困农户多渠道增收。六

是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办好《脱贫攻坚简报》，利用各类新闻

媒体，全方位多层次大力宣传中央、省、市、县脱贫攻坚政策，

及时总结宣传先进经验典型，营造强大舆论氛围，确保打出全县

脱贫攻坚战的声威和气势，总结提炼出精准脱贫的特色做法和典

型经验。七是规范制度，加强监管。扶贫项目建设严格执行村民

“一事一议”，按农户自建、竞争性谈判、固定价比选、政府采

购等程序规范建设，资金监管严格执行公开公示制、逐级验收制、

审计决算制、县级财政报账制，杜绝在扶贫项目建设中有“四风”

和腐败问题出现，严禁违规违纪现象发生。八是严格考评，逗硬

奖惩。把脱贫攻坚工作纳入对各级各部门的年度目标考核。定期

开展全面督导和专项督导；县扶贫移民局实行领导干部分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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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检查制度，对各乡镇项目实行月报制度；加强对精准识别建

档立卡子系统和“六有”信息平台管理；建立脱贫退出机制，确保

脱贫成效精准。 
 

●工作动态 
 

▲市交警支队项目帮扶求实效。市交警支队启动实施村组公

路、农民用电、人畜饮水、产业开发等五大项目工程，确保干部

驻村帮扶工作取得实效。一是着力设施配套强基础。修好村组路。

7.1 公里村道公路水泥路硬化项目顺利推进，目前已完成硬化 1

公里，小坝子河车行桥项目已开工建设；新建赵家垭组道公路完

工；大山村至红岩村泥结碎石连接路 2.5 公里已开工。配套水利

设施。已启动人畜饮水工程建设 11 处，建成后可以解决 105 户

390 人的安全饮水问题；新建微水池 8口。改造电力设施。新安

装 10 KVA 变压器 1台，2000 米高压电线已完成安装。二是突出

产业发展促增收。大山村一、二组发展韩国长海椒 100 亩，现正

进行种苗培植；三、四组结合林下经济发展，在银杏林中发展反

季节蔬菜 150 亩；发展黄羊养殖大户 6户（其中有 5户为精准扶

贫户），已完成圈舍建设，年内建设养殖小区 1 个，发展生猪养

殖大户 10 户。栽植核桃 2500 亩，栽植银杏 170 亩。三是强化信

贷扶持添动力。目前已经为 10 户贫困户发放产业发展扶持贷款

41 万元。四是提升公共服务惠民生。卫星电视全覆盖，完成了

173 户“户户通”卫星广播电视接收器安装。改造了村卫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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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了村民医疗条件，方便群众看病就医。五是建居民聚居点助

推新农村建设。聚居点环形道路基础建设已经完成；启动了 5

户贫困户异地搬迁建设。 

▲市委农工办精准帮扶成效显著。一是科学制定帮扶规划。

确立了以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新村建设、民生与脱贫解困为主

要内容的“一园二水三路四居”的三年发展规划；按一户一册要

求，对 26 户识别后的贫困户进行了入户规划，分别确立了猕猴

桃、干果、畜禽、劳务等增收项目。二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标

准硬化 1组和 5组道路 3.5 公里，落实项目资金 125 万元。启动

实施小农水项目，落实资金 42 万元，其中财政投入 36 万元，农

户自筹 6万元。三是加快发展特色产业。引进四川华朴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在 4、5 组垫资 500 万元，建猕猴桃产业园 500 亩，

目前已完成土地整理及幼苗栽植。完成《苍溪县中土镇麻溪村“十

里桂花长廊”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启动麻溪村党员精准扶贫示

范工程，即沿村主干道两侧栽植桂花树，打造桂花长廊，发展乡

村旅游。全村共栽植核桃 400 亩、银杏 500 亩；建银杏种苗基地

约 200 亩；按规划超额完成养殖任务贫困户 26 户，养殖小家禽

2000 余只、出栏生猪 32 头；为 19 户贫困户提供土鸡幼仔 450

只。四是加大民居风貌改造。争取危旧房改造资金 64 万元，风

貌打造 63 户，其中贫困户 22 户。五是协调扶贫发展资金。落实

精准扶贫户产业扶持周转资金 5200 元，户均 2000 元，积极宣传

小额扶贫贷款政策，动员精准扶贫户自愿申请小额扶贫贷款。六

是干部职工共献爱心。单位和职工共同捐款 3.86 万元，支持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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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户发展特色产业。 

▲市司法局安排部署全市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脱

贫攻坚。一是加大宣传动员力度。组织召开法律服务从业人员

培训会，认真学习中央、省、市扶贫工作会议精神，明确任务

目标、工作措施，开展动员部署。二是签订法律顾问协议。全

市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 739 个贫困村签订免费法律顾

问协议，脱贫期间义务为贫困村提供法律服务，每名律师和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每年至少到贫困村实地开展法律宣传咨询活

动 2 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1 件。三是制定详细考核办法。将

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帮扶任务纳入年度工作考核。 

▲市卫计委“三送”到户助推精准扶贫。近日，市卫计委驻

村帮扶工作队带着茶叶专业合作社技术人员、茶叶技术手册和 7

吨肥料，送技术、送信息、送物资到瓦砾乡乌龙村。干部驻村帮

扶以来，该委认真开展村情及贫困户的调查摸底，明确把茶叶作

为乌龙村的优势主导产业，按照“专合组织+集体经济+贫困农户”

的模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强“造血功能”， 共支持贫

困户发展茶叶 1300 亩。 

▲市人防办驻村帮扶成效明显。办党组成员明确分工，分

别对接交通、水务、农业、以工代赈、扶贫移民等工作部门，

为帮扶村谋划项目、协调资金。目前，已硬化通村公路 2.9 公

里，改建水渠 2 公里，栽种核桃树 451 亩，改造山坪塘 4 口，

修建蓄水池 1口，改造村民饮用水 50 余户，指导规范了村账务

制度和工作制度，强化了村党员活动阵地建设，争取烟补农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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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拖拉机1台、农用旋耕机1台、垄厢机2台，脱贫已见实效。 

▲市妇幼保健院开展“科技之春”下乡活动。该院相关负

责人带领 5 名医护人员前往青川县前进乡，开展“科技之春”

科普下乡活动。现场为 200 多名群众进行了妇幼惠民政策宣传、

儿童保健及孕产妇保健知识咨询服务，共发放妇幼保健知识宣

传资料 200 余份，妇幼卫生惠民政策及项目宣传资料 200 余份。

聘请农业、畜牧、林业等部门的技术专家，开展种养技术培训，

进一步丰富了“科技之春”活动内涵。 

▲省信用联社广元办事处赠送金银花苗助农致富。近日，

该处驻村工作队深入旺苍县五权镇大垭村，为前期签订金银花

种植合同的 43 户贫困户发放了 123 亩地所需种苗 51000 余株、

专用化肥 123 袋，并现场讲解、示范了栽种方法。 

▲广元市天然气公司送肥下乡助力春耕。公司为对口帮扶

的昭化区紫金村、罗江村 60 户贫困户赠送尿素、碳胺、油枯等

化肥 8.4 吨，支持贫困户春耕生产。去年，该公司投入 24 万余

元，着力解决村道硬化、人畜饮水、交通安全隐患、产业发展

等困难。建立结对帮扶工作台账，落实 44 名中层干部结对帮扶

困难户 146 户 488 人。探索建立燃气系统农副产品销售 QQ 群，

现已销售农副产品 10000 余元。 

▲剑阁县“三措施”强化项目扶贫。剑阁县坚持项目实施精

准，狠抓项目实施促进脱贫，为脱贫攻坚提供“硬支撑”。一是

集中开展业务培训。为将今年扶贫项目建设工作落到实处，该县

对今年有扶贫项目任务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分管领导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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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村“两委”负责人，先后组织了 3次项目建设专题培训。培训

内容涵盖项目前期准备、组织实施、监督管理、资金报账、档案

资料收集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对项目施工队伍选择、项目公示公

告、项目监督管理进行了重点培训，讲深讲透政策要求，严明项

目建设纪律。二是专业人员科学规划。县脱贫办抽调县委农工委

和县农业、交通、住建、水务、扶贫移民、以工代赈 7个部门的

专业技术人员组成项目规划组，对 33 个脱贫村逐村进行了规划。

重点围绕路、水、电、网，精心规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按照建、

改、保、拆，分类规划民居改造，坚持“长短”结合和“一村一

品”规划脱贫主导产业，着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规划完善配套

设施。截至目前，已完成 13 个脱贫村项目规划，项目进入全面

实施阶段，其余 20 个脱贫村正在规划之中。三是加强项目资金

整合。县级涉农部门认真落实县脱贫攻坚总指挥部第四次会议关

于“县涉农部门向贫困村整合项目资金量不得低于该部门项目资

金量的 50%，确保每个贫困村政府性投入不少于 500 万元”的要

求，加大了项目资金整合力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分送：省脱贫攻坚办，省扶贫移民局相关领导；市级领导，市级帮扶 

单位；各县区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广元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6 年 3 月 3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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