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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商洛市的柞水
县和镇安县位于秦巴山
区，是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之一。近年来，两地鼓
励农民利用土地、资本、劳
动力等资源，与企业合作
联营发展红豆杉等新兴产
业，将农民带上一条经济
利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的脱
贫致富路。

柞水县的梨园村风景
秀丽，群山环绕，一条干净
的水泥路蜿蜒起伏，路边
建有一排排两层的小洋
楼，院中摆放着红豆杉盆
景，为苍白的冬日点染了
绿意。很难想象，10 年前
脏乱差的梨园村，现在成
了产业扶贫和美丽乡村的
样板。

2006 年，梨园村与陕
西天行健生物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在
村里建起红豆杉基地。

今年 40 岁的马方贤，
是梨园村的贫困户。曾经，
家中 6 口人就靠着 6 亩山
地和打零工生存，每年每
亩地种植粮食的纯利润还
不到 200元，日子过得很窘
迫。马方贤告诉记者，自从
把土地租借给红豆杉基地
之后，每年靠租地收入就
有 4000 多元。再通过扶贫
的政策性贷款 5 万元入
股，股权分红每年 6000元。
“现在，每年的务工和林果
收入，一家人的收入加起
来能有两万多元，快要脱
贫了。”马方贤兴奋地说。

梨园村村支书袁正华
展示了这样一组数字：目
前村里共栽植红豆杉 840
亩，规划种植 2400 亩，红豆杉产业精准扶贫项目
为村里解决了收入和环境的难题。“10 年前，我们
村贫困户有 154 户，村里又穷又脏。红豆杉来到我
们村后，贫困户降到 39 户，2016 年我们村人均纯
收入 11702 元。村民们不光收入提高了，村里环境
也好了。”

依托柞水县梨园村在产业精准扶贫上的经
验，镇安县云盖寺镇从 2017 年 3 月份起与天行健
公司合作，欲利用当地千年红豆杉古树和古镇名
寺等旅游资源，以红豆杉生态博览园为核心，打造
一个全域旅游红豆杉氧吧特色小镇。

在已建成的红豆杉生态博览园里，有红豆杉苗
木展示区、水培温室展示区、盆景展示区，20 多名
附近的村民正在红豆杉育苗棚里锄草、松土、浇水。

天行健公司负责人刘志明说：“红豆杉产业是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我们对贫困户有特殊的优惠
政策，贫困村民只要有一定的劳动能力，都可以安
排在红豆杉基地就近务工。”

在镇安县云盖寺镇岩湾村，村民彭显平和老伴
正带着孙女在屋子里生炉火取暖。彭显平家是村里
的贫困户，57 岁的他患有尘肺病、冠心病和高血
压。老伴做过乳腺癌手术，夫妻二人都干不了重活。

从 2017 年 3 月份红豆杉氧吧特色小镇项目
启动后，彭显平把家里的二亩四分地以每年 1700
元的价格流转出去，每当他身体好一点时，就会去
附近的红豆杉生态博览园打工，一个月平均能挣
1000 多元。“把土地租借、打零工和股权分红加起
来，现跟以前比，我家收入增加了一倍。”彭显平高
兴地说，“对我这样的病人来说，能在家附近干活
方便多了，家庭生活也改善许多。”

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
人介绍说，近年来，陕西通过发展红豆杉、油用牡
丹、文冠果等新兴产业，已惠及近 10 万贫困人口。
贫困户以土地流转、股权分红和就业等形式进入
产业链，和企业利益有效地捆绑在一起，这样的机
制保证了贫困户有长期、稳定的收入。

(记者高音子、陈昌奇)新华社西安电

新华社成都电(刘坤、张兵)每天一大早起床煮猪
草，给家人做早饭、洗衣、打扫卫生……天不见亮便
要出门干农活。寒来暑往，十年如一日。

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石滩乡铺垭庙村村民王守翠
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十年前丈夫岳金相在建筑工
地突发癫痫严重摔伤，导致劳动力基本丧失。

照顾生病的丈夫、年迈的婆婆、年幼的两个孩
子，这些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都压在了王守翠身上。
但她对家里的处境毫无怨言，相信日子总会好起来。

正是王守翠的这份执念，日子也确实如她相信的
那样一天天好了起来。

2016 年，村里组建起“脱贫劳务队”，王守翠
第一个报名加入。一年多来，王守翠不但成为建筑工

地上一把好手，被称为“女强人”，而且还带领同村
贫困户一起参加劳务队，走上了自主脱贫的致富路。

村民秦桂花说：“村里成立了脱贫劳务工程队
后，在守翠大姐的劝说下，我和老公岳蒲章都加入了
脱贫工程队，选择就近务工，不仅家里增加了收入，
还照顾了孩子和老人。”

“我们在外做活，都当自家的事一样用心做，尽
自己最大努力做到最好。”王守翠说，“有了信誉
后，很多老板主动打电话给我们活儿做，加上各级领
导和帮扶单位的支持，现在不缺活儿，一个月能有
3000 多元的收入。”

铺垭庙村村支部书记刘映德介绍，自劳务队成立
后，通过王守翠各家劝说，留住了近 300 名外出务工

人员，使得 20 多名留守儿童得到了照顾。
“在劳务队的助推下，铺垭庙村 2017 年已实现

了‘村销号’、‘户脱贫’、整村脱贫的目标。在劳
动的过程中，村民们还掌握了很多新技能，今后能从
事更多岗位的工作。”石滩乡党委书记李胜伟说。

2017 年，王守翠一家只花了 6 千元就搬进了 120
平方米的新房，告别了严重倾斜的老房。

住上了好房子，还要过上好日子。
除了劳务队，王守翠还抓住县里推行的周期短、

见效快、投资低的小种植、小养殖、小经营、小加工
为主的“四小产业”机遇，发展了 2 亩核桃园、 2 亩
油牡丹、鸡鸭各 20 余只……一年下来有近 7000 元的
收入。

本报记者李仁虎

最近，一篇署名为某贫困县小学生的作文《我的
理想》，在网上流传甚广。文章历数贫困户享受的种
种补助扶持名目，羡慕贫困户的待遇，还在结尾写
道：“当贫困户是一个多么光荣而伟大的事啊。所
以，我长大后一定要成为一个贫困户！”

文章虽然假借小学生之名，用了戏谑夸张的笔
法，但文中所描述的“扶贫养懒汉”现象，在不少地
方是真实存在的。如北方某省某县年底召开人代会，
多位村支书反映，一面是各种短工用工需求供不应
求，一面是一些贫困户年关悠闲，拿着各种补助喝酒
打牌混日子，有的闲在家里嗑瓜子睡大觉，短工不

打，小钱不挣。他们既不抓住眼前的工作机会，也不
为明年谋算准备。有扶贫政策兜底，这些人懒出了
“底气”：反正有政策做靠山，再穷也能吃饱穿暖，
再懒也酒肉不愁。

精准脱贫政策已使几千万贫困户摘掉了穷帽子，
但同时也让一些贫困户患上了补助扶持“依赖症”，
主观脱贫提不起神、志气短，动力不足，滋生“政策
不扶就地卧倒”“补助不来大门不迈”的做派。这种
做派被扶贫干部形象地称为“懒癌”。

“懒癌”在一些地方有蔓延之势——— 有的富裕了
不愿摘帽，有的不是贫困户却争戴穷帽子。在向深度
贫困进军的脱贫攻坚期，思想上的贫困比物质上的匮
乏更值得警惕。

扶贫不能养懒，“懒癌”必须根治，否则遗患无穷。

一是影响扶贫总体进程，一人掉队，会拖大家后腿；二
是影响扶贫政策落实，扶贫扶出了懒汉，会让人对扶贫
政策产生怀疑；三是影响公平公正的价值观，败坏社会
风气。躺着都能脱贫，谁还愿意站着脱贫？

脱贫攻坚是国家战略，全面小康是奋斗目标。贫
困户是精准扶贫的对象，也是攻坚战的战斗员，更是
扶贫政策的受益者。外在政策再好，少了战斗员自身
努力、冲锋陷阵也是事倍功半，非长久之计。老祖宗
留下的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本分什么时候都不能
丢。根治“懒癌”必须自己站起来，抓住政策，抓住
机遇，奋力干、朝前奔、不掉队，大步走进小康社
会。

“站着脱贫”还是“躺着脱贫”

既要干部帮，更要自己干
巴山贫困户王守翠脱贫路

▲ 2017 年 12 月 30 日，搬迁到塘共新村安置点的小朋友在新房前玩耍。当天，在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良口乡白毛村塘共屯，12 户受益于易
地扶贫搬迁政策的贫困户喜迁新居，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2016 年以来，三江侗族自治县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计划用 3 年时间建设 30
个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截至 2017 年底，已完成项目 19 个，超过 3800 户贫困户领到新房钥匙。 新华社发（黎寒池摄）

侗侗胞胞新新年年迁迁新新家家

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记者侯雪静)2017 年脱
贫攻坚成效考核工作 3 日启动，河北、湖北、广西、
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等 7省区市省际交叉考核组
当当天奔赴被考核省份， 1 月 5 日前 22 个省际交叉考
核组全部开展实地考核， 1 月 10 日前第三方评估组
也将全部到位。

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夏更生在 3 日国务院扶贫
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2017 年脱贫攻坚成效
考核工作注重年终考核与平时考核相结合，防止“一
考定终身”，但各省份不能有突出的短板和硬伤，对
综合评价好的省份要给予奖励，对考核结果差的要加
大考核问责力度。

国务院扶贫办明确， 2017 年考核工作将呈现五
大新特点：一是考核内容上，在考核减贫成效、精准
识别、精准帮扶等基础上， 2017 年增加脱贫攻坚责
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贫困县摘帽等情况的
考核。二是在考核方式上，在第三方评估和省际交叉
考核基础上， 2017 年将增加媒体开展暗访考核。三
是在数据收集上，在纪检机关、审计机关、民主监
督、督查巡查等基础上， 2017 年再增加梳理平时情
况等。四是在评定结果上，改变打分排队的方法，结
合年底集中考核情况与平时掌握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评价。五是在结果运用上，经报党中央、国务院同
意， 2016 年对综合评价好的 8 省通报表扬，并在
2017 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上给予奖励。

夏更生说，两年的考核实践表明，考核评估很好
地发挥了“指挥棒”、“质检仪”和“推进器”的作
用，为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打
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
估，而且越往后越严。考核是手段，改进工作是目
的。

“但在考核评估中还存在多头考核、层层考核、
搭车考核，填表报数多，迎评迎检、干扰考核评估等
问题，我们要面对问题，正视问题，不断改进和完
善。”夏更生说。

对此， 2017 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工作将有哪些
新举措？国务院扶贫办明确，将采取 6 项举措改进完

善 2017 年脱贫攻坚考核评估工作：
——— 强化了考核的统筹整合。将东西部扶贫协

作交叉考核并入扶贫成效省际交叉考核，按照“五
统一”的方式，统筹安排，一次完成，既减轻地方
负担，又提高考核效率。

“五统一”是指：统一部署，统筹安排两项考
核工作。统一组织，组建一个交叉考核组赴各省区
市开展考核。统一培训，对交叉考核组骨干力量同
时进行政策和业务培训。统一抽样，共同确定实地
调查的贫困县。统一评定，两项考核结果同时评
定，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结果作为省级党委政府扶
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的参考依据。

——— 注重年终考核与平时考核的结合，防止
“一考定终身”。年终考核主要包括省级总结、省
际交叉考核和第三方评估等。平时情况考核，由此
前的 11 项内容，拓展到专项考核核查、部门数
据、梳理平时情况等 3 方面 18 项内容，可以说，
把涉及脱贫攻坚的方方面面情况都尽可能纳入考核
范围，掌握的情况更全面、发现问题的手段更丰
富，以期考核的结果更加科学、公正。

——— 完善省际交叉考核和第三方评估。省际交
叉考核人员从各省区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抽调，发挥其政策熟、业务精的优势，重点考核责
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和脱贫人口返贫等情
况，总结典型经验，发现突出问题，听取意见建

议。
——— 建立问题核实机制。省际交叉考核和第三

方评估实地调查发现的疑似问题要及时反馈地方，
地方有异议的，可以解释说明，做到问题发现准
确、判断依据扎实、原因分析深入，确保考核评估
结果更加真实、可靠、过硬。

——— 改进综合分析评价方法。加大对薄弱环节
和突出问题的考核力度。对考核结果影响最大的，
是问题的数量和严重程度。即使减贫成效明显，但
问题多、问题突出的省份，考核结果等次也会靠
后。这就要求，各省份不仅要完成好年度减贫任
务，还不能有突出短板，更不能在关键方面存在严
重问题。

——— 强化考核作风。考核中，除建档立卡数据
外，不得要求地方填表报数，所需数据由考核评估
人员自行采集。要严禁发生干扰阻挠，提供虚假材
料，影响考核评估等行为。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的，对搞形式主义、干扰考核造成严重后果的，实
行一票否决并依纪依规追究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说，
脱贫攻坚在当前阶段重点是要更加有针对性，既不
能降低标准，也不能养懒汉，要保证扶贫政策可持
续，更要确保脱贫质量。通过加强考核监督可以严
格执行扶贫标准，有助于达到中央提出的扶贫工作
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的要求。

媒体暗访、综合评价、奖惩分明，2017 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工作呈现新亮点

改变“打分排队”，防止“一考定终身”
2017 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工

作注重年终考核与平时考核相结

合，防止“一考定终身”，但各省份

不能有突出的短板和硬伤，对综合

评价好的省份要给予奖励，对考核

结果差的要加大考核问责力度

2018 年 1 月 4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孙 侠

4 版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