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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硬仗”促增收

“土地流转给租金，务工就
业拿薪金，金融入股发股金，有

‘金构农牧’这个靠山，今年脱
贫不成问题。”初冬时节，兴隆
镇赵岗村万亩构树基地一片苍
翠，数十名群众正忙着整地、栽
苗、浇水。生机盎然的构树产
业，让贫困群众贺来香浑身有

着使不完的劲儿，年底脱贫信
心十足。

打好产业扶贫硬仗。社旗
县把发展产业作为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的首要举措，不断发
展壮大“蔬菜、中药材、林果（构
树）”三大扶贫主导产业，成功
培育了满义蔬菜、仲景艾草、金
构农牧等11个县级产业示范
基地，全县扶贫产业总面积达
到21.35万亩；同时，依托781
家新型经营主体，实现益农合
作社带贫模式对所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全覆盖，各类扶贫产业
累计带动贫困户60550户次。

打好就业创业扶贫硬仗。
继续全面落实就业扶贫奖补政
策，全年累计对稳定就业的
3452名贫困劳动力发放就业
奖补资金457.2万元，就业奖
补鼓足了贫困群众依靠双手勤
劳致富的干劲；由人社部门牵
头，采取政府补贴、奖励等办
法，依托带贫企业、社会机构开
展种植、养殖、家政、电商等实
用技术和就业技能培训7645
人，转移贫困劳动力28328人，
达到有培训意愿的贫困劳动力
应训尽训，实现一人就业、全家
脱贫。

打好金融扶贫硬仗。用足
用活“卢氏模式”，健全金融扶
贫“四大体系”，设立县乡村三
级金融扶贫服务组织，全县评
级授信贫困户20753户，安排
风险补偿金9430万元，发放各
类扶贫贷款9.51亿元，受益贫
困户16169户次。

“四大工程”筑基础

条条坦途通四方，让出行
更便捷；汩汩清水进千家，让日
子更甘甜；源源电能入万户，让
生活更敞亮；村美户靓全民建，
让环境更洁净……随着交通扶
贫、安全饮水、电网升级、环境
整治“四大工程”的持续深入推
进，筑牢了农村基础条件，广大
贫困群众对美丽幸福新生活的

希望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实施交通扶贫工程。累计

投入资金1.54亿元，新修道路
349.43公里，全县形成了以干
线公路为骨架、以农村公路为
支脉的“五纵五横”公路网。

实施饮水安全工程。组织
环保部门对全县所有行政村进
行水质化验检测，确保群众饮
水安全；累计投入资金3600万
元，解决42个行政村2.28万户
农村居民安全饮水问题。

实施电网升级工程。贫困
村电网改造升级完成达到
100%，全县村村通动力电率
达到 100%、户户通电率达
100%。

实施环境整治工程。利用
国开行2.25亿元贷款，对45个
村实施整村推进项目，投入资
金4828.8万元，对27个村实施

“五化七改”项目。田园风光绿
意浓，农民乐享新生活……成
为社旗乡村的真实写照，“农村
不比城市差，美丽乡村是我家”
也成了广大群众津津乐道的幸
福心声。

“五大行动”强保障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
有所扶、困有所帮……社旗县
结合实际开展卫生、教育、社
保、助残、危改“五大行动”，将
部门职能和行业资源集聚到贫
困村，全面推进扶贫政策落细
落小落实，一个个民生“红包”，
一项项政策“红利”，擎起了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臂膀。

开展教育扶贫行动。去年
春季，社旗拿出672.67万元的
真金白银，资助建档立卡贫困
学生10326人次；全年投入资
金4.7亿元，新建、改建、扩建中
小学校153所……教育扶贫政
策的触角在不断延伸，杜绝了
因困辍学，实现了“应助尽助，
不漏一人”，从源头上阻断了贫
困的代际传递。

开展健康扶贫行动。今
年以来，全县落实“先诊疗后
付费”及“一站式”结算1.3万
人次，免收贫困群众住院押金
6444 万元；各类医疗报销
62.55 万人次，报销金额 1.33
亿元；发放慢性病就诊卡2.7
万个，就诊25万人次，报销医
疗费用2447万元；投入资金
612万元，建设村级标准化卫
生室51个；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家庭签约医生服务全覆盖，财
政承担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全
覆盖……基层医疗条件大幅
改善提升，健康扶贫各项政策
足额保障，贫困群众的医疗负
担明显降低，因病、因残致贫、
返贫现象持续降低。

开展社会保障扶贫行
动。2019年，全县分别发放低
保金3768.18万元、特困供养
和护理费2902.23万元、临时
救助资金1709.1万元、医疗救
助资金181.6万元、孤儿生活
补助资金370.1万元。

开展扶贫助残行动。通过
开展集中和入户鉴定，全年新
办理残疾证4731人，发放残疾
人两项补贴875.14万元；全县
办理残疾人康复转介手续127
人，完成残疾人无障碍改造
638户；加快推进医养结合点
建设工作，越来越多的重度残
疾人得到有效救助……

开展危房清零行动。对所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住房全部
进行安全评定，全年投入4028
万余元，实施危房改造 2112
户，贫困群众住房安全得到保
障。

“六大创新”补短板

在摸索中创新，在创新中
实践，在实践中前进。在脱贫
攻坚进程中，社旗通过开展圆
梦助学、爱心回馈、代理妈妈三
个专项活动和创新产业就业奖
补政策、“一设两评四榜”扶志
模式、“凡提必下”激励机制三
项经验措施，凝聚了社会爱心，
提振了扶贫决心，鼓舞了脱贫
信心，形成了攻坚合力，加快了
脱贫步伐。

以“千企帮千村”活动为载
体，以三个专项活动为重点，全
县142家企业结对帮扶120个
行政村，通过产业帮扶、就业帮
扶、公益捐赠、技能培训等途
径，积极参与社会扶贫；以特困
学生为帮扶对象，发挥“希望工
程”品牌优势，共建“共青团牵
头、企业家支持、青少年受益”
的助学扶贫工作模式，动员企
业家、爱心人士积极捐款捐物，
与贫困学生结成帮扶对子，建
立了“圆梦助学”长效帮扶机
制；以留守儿童、失孤儿童、病
残儿童为帮扶对象，全县干部
职工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
结对帮扶，争做“代理妈妈”，让
特困儿童找回温暖、享受幸福、
健康成长；充分用好社旗籍成
功人士资源，广泛动员引导爱

心企业、爱心人士、社会组织为
困难群体开展捐资助学、医疗
救助、走访慰问等“爱心回馈”
公益扶贫活动，并提供资金、实
物、项目、信息技术等方面帮
助，构建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
社会扶贫大格局，形成了脱贫
攻坚强大合力。

完善产业就业奖补政策。
出台《产业就业扶贫奖扶暂行
办法》，对劳动能力较强的贫困
户，发展产业、参与就业的直接
给予产业就业奖补，缺乏资金
的帮助解决扶贫贷款；对部分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优先安
排公益岗位，直接获得务工收
入；对无劳动能力、无法从事产
业、就业脱贫的贫困户，按人均
3000元（1人户按5000元）的
标准发放股份帮扶资金，直接
获得分红收益。对发展三大扶
贫主导产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基本农水配套给予65%资
金扶持，必要生产设备给予
50%的资金扶持，流转土地一
次性给予每亩200~500元补
贴，优先落实贷款政策。“产
业+就业”，“两业”两相宜，挺
起了脱贫攻坚的强劲脊梁。

创新“一设两评四榜”扶志
模式。针对部分贫困户“不愿
富、不敢富、不能富”，对症下
药，全县由点及面创新开展以

“一设两评四榜”（开设“初心
屋”，开展“进步贫困户”评选和

“农户环境卫生”评比，设置“贫
困户进步退步榜”“农户环境卫
生先进落后榜”）为载体的志智
双扶“三个一”（兴办“农民学
校”，建立“初心屋”，设置“红黑
榜”）活动。至目前，全县开展

“两评”活动1340场次，制作
“红黑榜”776块，开展讲评会
或故事会678场次，让以前的

“等靠要”变成了现在的“比着
干、抢着干”，“脱贫光荣、安贫
可耻”的观念深入人心，内生动
力全面激活，脱贫致富信心倍
增，“我敢富、我能富、我会富”
的思想蔚然成风。

确立“凡提必下”激励机
制。出台《关于加强脱贫攻坚
驻村帮扶工作确立“凡提必下”
激励机制的实施意见》文件，在
全县建立健全了在脱贫攻坚一
线锻炼、培养和选拔干部的选
人用人机制，实现了全县所有
行政村扶贫书记（主任）、科级
干部脱贫责任组长、驻村第一
书记和贫困人口60户以上重
点非贫困村驻村工作队“四个
全覆盖”；全县4844名帮扶责
任人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实
现定点定人帮扶对贫困村和贫
困人口双覆盖，有37名优秀扶
贫干部得到提拔重用，极大地
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投身脱贫
攻坚一线的积极性。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实
现2020年全面小康，社旗正调
动各方面积极因素，铆足了劲
儿，在做最后的奋力冲刺……

用“赶考”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

社旗向脱贫攻坚发起最后冲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通讯员 杨银鹏 申鸿皓 文图

这是一份高难度的答
卷——

社旗，国家级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10个一类贫
困乡镇，249个村分布有
贫困人口，建档立卡贫困户
28500户88556人。社旗
有85个贫困村，是全省确
定的15个脱贫任务较重、
难度较大的贫困县之一。

这是一场注定全胜的
决战——

2019 年，社旗的“脱
贫摘帽”之年，在未脱贫的
10318户 21802人中，完
成年度脱贫标注6469户
14916人，尚未脱贫的12
个贫困村各项指标全部达
到脱贫退出标准，贫困发生
率将降至1.04%，贫困县
“脱贫摘帽”近在咫尺。

县委书记余广东表示，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坚持
把脱贫攻坚作为当前最大
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
紧盯“贫困户脱贫、贫困村
出列、贫困县摘帽”的目标
任务，坚持焦点不散、靶心
不变、力度不减，持续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夯实脱
贫之基、强县之本、致富之
源，实现如期脱贫，全面共
奔小康。

撸起袖子加油干，不获
全胜不收兵……

特色种植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