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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县始终坚持脱贫攻坚首要地位，健
全完善县委统一领导、政府倾力而为、人大政
协全程参与的大扶贫体系，强化指挥调度,明
确责任分工，做到全县脱贫攻坚一盘棋。

严格履行主体责任。乡镇、部门主要负
责人向县委、县政府签订脱贫攻坚目标责任
书，县委、县政府坚持每月至少专题研究 1次
脱贫攻坚工作，县、乡党政正职坚持每月至少
5个工作日用于扶贫。县委书记带头遍访贫
困村，乡镇党委书记遍访辖区所有贫困户，驻
村第一书记、村党支部书记遍访本村所有农
户。落实全县脱贫攻坚五大战区作战体系，
县“四大班子”主要领导任战区指挥长，实地
督战指导，确保脱贫攻坚任务高效推进。

完善提升攻坚体系。紧盯剩余脱贫任
务，组建综合调度、基础设施、产业就业、项目
资金、党建助脱贫、政策落实、作风纪律等9大
专项攻坚组，持续落实调度会议、观摩评比等
工作机制。2019年以来，先后召开调度会议
和脱贫攻坚专项会议80余次。坚持观摩评比
机制，对各乡镇脱贫攻坚工作月观摩、月评
比，季排名、季通报，树正导向、严格奖惩、激
发干劲。

着力攻克重点难点。对剩余贫困人口
500人以上的 5个乡镇和剩余贫困人口 10户
以上的 122个行政村，实行县处级领导、科级
干部包乡联村、挂牌督战制度，明确任务书、
时间表、路线图，集中优势兵力，全力攻克重
点难点，确保工作落实精准“零遗漏”。

强化基层队伍建设。扎实开展软弱涣散
村党组织整顿，实行县处级党员领导统筹负
责、乡镇班子成员包村整顿、第一书记驻村整
顿、第一书记派出单位帮扶整顿工作机制，培
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县委组织部、县扶贫
办牵头，每半年对村级脱贫责任组长、驻村第
一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帮扶责任人
开展一次党建及脱贫攻坚工作
集中培训，提升扶贫素质。
严格执行村级党群服务中
心值班制度，将每周三
定为村级接访日，及时
答复解决群众反映的
问题。

4“摘帽不摘监管”

健全完善监管体制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作为革命

老区、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方城县

委、县政府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第一民生工程，坚持以脱贫

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进各

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全县乡村面貌

和群众精神风貌焕然一新。2019年

5月9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方城县等

33个贫困县成功实现脱贫摘帽。截

至2019年年底，方城县109个贫困

村全部脱贫，18972户 38263人稳

定脱贫。2020年，剩余的贫困人口

3756户7309人全部实现脱贫。

脱贫摘帽以后，方城县委、县政府

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

个不摘”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目标不

变、靶心不散、重心不移、力度不减，建

立脱贫攻坚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长

效机制，进一步巩固扩大脱贫成果，打

好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如期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张中坡 陈新刚 董振万

方城县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持续保
持各项扶贫政策稳定，全面清除短板盲
区，推动扶贫政策落实全覆盖。

发展扶贫产业，增强造血功能。依托
县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瓜果蔬菜、苗木
花卉、食用菌、畜禽养殖、旅游及旅游产品
开发等特色产业，持续提升全县220个扶
贫基地、车间带贫效益，稳定带动2000余
名贫困群众每人每年增收1万元以上；充
分运用外出务工、本地安置、基地车间、公
益岗位等形式，实现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
众就业全覆盖，全县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
1.2万人；持续提升光荣合作社带贫能力，
带动全县 16451户 30235名贫困群众年
人均稳定增收 1000元以上；保持金融扶
贫体系稳定，加大扶贫小额信贷发放力
度，全县 89家企业共使用扶贫贷款 7.29
亿元，累计为 1.6万户贫困群众发放分红
近 2亿元；扶贫小额信贷累计投放 5240
户，户贷率21.85%；制定光伏差异化分配

方案，严格落实差异化分配要求，保障贫
困群众光伏稳定收益。通过各项产业就
业增收措施的有效落实，全县贫困群众人
均收入全部达4000元以上。

强化政策落实，织密保障网络。对全
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登记造册，严格
落实各阶段教育补贴政策，每年资助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学生8000余人。巩固提升
医疗保障，推进健康扶贫规范化、标准化、
制度化，对贫困群众实行每人每年不低于
100 元的参保补助，确保参保率 100%。
加强贫困群众慢性病动态监测和家庭签
约医生服务，织密织牢“基本医疗、大病保
险、大病补充保险、医疗救助、政康保、政
福保”六层医疗保障网络，全县累计鉴定
慢性病患者 1.5 万人。全面夯实住房保
障，累计改造危房 19644户，实现贫困群
众危房改造动态“清零”。对全县 22728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情况开展全面普
查、鉴定、改造、提升，确保“危房不住人，

住人无危房”。织密织牢兜底保障，落实
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两线合一”，保障符
合条件的贫困人员全部享受低保和特困
供养政策，实现贫困群众与低保和特困供
养人员的高度重合。

加强设施建设，衔接乡村振兴。完善
乡村路网，2019年年底实现所有行政村
通村道路和20户以上自然村联村道路全
部硬化。采取“县乡补、群众集、社会助”
的办法，持续推进自然村排间道“排排通、
户户通”硬化工程，累计完成3308个自然
村，全县自然村“排排通、户户通”硬化率
达99%以上。加快饮水工程建设，新建改
造 330 处饮水工程，实现安全饮水全覆
盖。优化农村人居环境，结合“厕所革命”

“坑塘治理”“三拆一改两治”等行动，充分
发挥54座垃圾中转站作用，健全完善“村
收集、镇转运、县处理”一体化垃圾处理机
制，彻底解决“农村垃圾哪里去”的问题，
扮靓村容户貌。

2“摘帽不摘政策” 保持扶贫政策稳定

为高质量实现脱贫摘帽，方城县选派
552名优秀党员干部任驻村第一书记，抽
调 5777名公职人员与贫困户结对帮扶，
实现了帮扶到村、到户、到人全覆盖。

加强帮扶队伍管理。全面加强村级
脱贫责任组长、第一书记、工作队员、村党
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帮扶责任人“五
支队伍”监督管理，坚持责任组长对分包
村脱贫攻坚工作负全责，驻村第一书记、
工作队“五天四夜”驻村帮扶，帮扶责任人

每月三次固定帮扶。实行扶贫干部乡
镇、派出单位双重管理体系，落实

半年述职评议、年度考核评定
等管理机制。2019年年底，
对全县 30名“十优”“二十
佳”优秀驻村第一书记隆

重表彰奖励，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制定精准帮扶举措。按照贫困群众

自身发展能力和发展需求，将建档立卡
贫困户科学分类，对自愿发展产业的产
业扶持，具备就业条件的落实就业帮扶，
符合公益岗位要求的安置公益岗位，达
到供养标准的落实供养政策，确保因人
施策、精准施策。针对无自理能力和半
自理能力的特殊贫困群体，制定《建档立
卡特殊贫困群体“四集中”兜底保障实施
方案》，推行集中托管、集中供养、集中托
养、医养结合等“四集中”兜底保障模式，
充分利用敬老院、民办养老机构、危房改
造集中安置点及闲置村部、校舍、厂房等
基础设施，打造集中托养场所，精准安置
特殊贫困人员入住，解决其稳定脱贫问

题。全县累计建成集中托养场所 111
个，可提供床位 5198 张，已入住特殊贫
困人员 4120人。同时，按照“住得下、可
持续、行得远”的总目标，探索出政策留
人、机制留人、环境留人、服务留人、情感
留人、文化留人“六留人”管理模式，切实
提高入住人员的安全感和舒适度。2020
年 10月 9日，全省兜底保障脱贫工作现
场会实地观摩活动在方城县举行，省领
导对方城县“四集中”兜底保障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2020年全县整
合涉农资金 3.25亿元，其中县级配套 1.5
亿元，有效助力脱贫攻坚任务落实，巩固
提升脱贫成效。同时，认真谋划编制项目
库，2020年共安排实施扶贫项目297个。

3“摘帽不摘帮扶” 全面提升帮扶质量

方城县坚持把监测、督导、考评、检查作
为推动脱贫攻坚各项任务落实的有力举措，
进一步健全监管体系，强化监管制度，确保
脱贫攻坚管理有力有效。

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聚焦
历年脱贫户和边缘群体，开展脱贫监测户和
边缘户排查，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
制，从贫困源头阻击返贫和新致贫问题，共
排查确定边缘户1013户 2761人、脱贫监测
户 40户 137人，并因人因户落实产业就业、
医疗保险、兜底保障等帮扶措施，及时消除
致贫、返贫风险隐患。积极推进“防贫保”等
保险政策，对因病、因学、因灾、因意外事故
导致返贫致贫等情况，通过保险机构快速理
赔，切实筑牢防贫返贫的安全屏障。

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坚持把干部作风
建设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聚焦扶贫领域主
体责任、监督责任、监管责任，大力开展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聚焦扶贫
领域突出问题，畅通县、乡、村三级信访渠
道，24小时接收群众来电、来信，对群众反
映的各类问题，专班督办，及时将问题解决
到位。

完善督查考评机制。坚持常态化监管
考评，每季度对乡镇脱贫攻坚工作情况进行
打分排名，前3名乡镇通报表扬，后3名乡镇
大会上表态。围绕脱贫攻坚任务落实、扶贫
干部履职、项目资金使用开展全方位、常态
化暗访督查，发现问题下发督查令，交办乡
镇及县直部门整改，定期复查，确保整改到
位。同时，每季度组织开展“大排查、大整
改、大提升”活动，以基本政策落实和基础设
施提升为重点核心，集中排查整改、提质增
效。

严格项目资金监管。实行扶贫项目资
金联审联批制度，严格按照标准，规范资金
使用公示公告程序，加强扶贫资金监督管
理，实现项目资金审计、监察全覆盖，进一步
提高扶贫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透明度，提升
社会和群众参与度，确保扶贫资金使用安
全、人员管理安全，切实发挥最大效益。

1“摘帽不摘责任”

强化攻坚责任体系

③赵河镇樱桃产业扶
贫 陈新刚 摄
④四里店镇扶贫表彰
陈新刚 摄

①贫困户务工就
业喜领工资

孙宇 摄
②一人就业，全家
脱贫 孙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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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树镇光伏产业扶贫 权兆阳 摄

▶▶二郎庙镇葡萄产二郎庙镇葡萄产
业扶贫业扶贫 孙宇孙宇 摄摄

拐河镇产业扶贫盛开幸福花拐河镇产业扶贫盛开幸福花 权兆阳权兆阳 摄摄

方城“四个不摘”提质量 脱贫攻坚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