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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打好
精准脱贫攻坚战成为高频词汇，代表委员
围绕脱贫攻坚热点问题建言献策。

贫困正在中国版图上退缩

2012 年底，我国有贫困人口 9899 万
人，到 2017 年底剩余贫困人口在 3000 万
左右，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减少了三分
之二以上。在近日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
各地纷纷晒出过去 5 年的脱贫“成绩单”。

甘肃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5 年来，甘
肃省农村贫困人口由 2012 年底的 692 万
人减少到 189 万人，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预计年均增长 13 . 1%，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 2 . 7 个百分点。
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 5 年

湖南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551 万，贫困发生
率由 13 . 43% 下降到 3 . 86%。

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 5年，山
西省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3967
元增加到 7330元，年均增长 13 .1%；全省累
计退出 4800个贫困村，275万农村贫困人口
脱贫，贫困发生率从 13.6%下降到 3.9%。

山西省中阳县南曲村是吕梁山深处的
一个小山村，由于自然条件较差，基础设施
薄弱，发展后劲不足等，这里曾经是典型的
贫困村。

山西省人大代表、南曲村党支部书记
王计有说：“我们村立足本地特色，选准核
桃经济林和生态林作为发展产业的突破
口，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60 余万元，栽种核
桃树 3200 亩，现在每年核桃的产量达到
30 多万斤，仅核桃一项便能实现全村人均
增收 3020 元。如今，我们村不仅脱了贫，还
成了远近闻名的示范村。”

记者梳理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
2017 年全国有 100 个左右的贫困县实现脱
贫，预计 2018 年还会有 300 个以上贫困县
脱贫摘帽。贫困，正在各地的版图上退缩。

攻克深度贫困“硬骨头”

脱贫攻坚战是一场锁定目标、任务和
时间的硬仗，攻坚深度贫困更是难中之难，
关乎全局、决定成败。

一些代表委员提出，当前我国贫困发
生率大幅降低，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就要
“瞄准”最贫困的乡村、最困难的群体、最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乡镇有 3 个深度贫困村，分别是
龙溪村、观背村、高兴村。划定深度贫困村，
是补齐扶贫工作最短短板的首要前提。有
了精准范围，才能集中发力。”江西省人大
代表、于都县仙下乡石坑村村委会主任助
理王伟华说，产业扶贫事关贫困户的“钱袋
子”，应继续加大对农村产业发展、就业培
训等的扶持力度，为贫困户创造产业收入、
就业收入。

河南省人大代表、淅川县县长杨红忠
说，淅川是河南省 4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为
了打赢脱贫攻坚战，淅川县所有扶贫产业
走“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规模化发展”
路线，短线发展短平快项目，中线发展经济
林果，长线发展生态旅游；同时抓好光伏和

电商扶贫，确保每个贫困户都有两个以
上增收项目。

“将深度贫困地区这个最坚固的‘堡
垒’攻下来了，就取得了脱贫攻坚这场硬
仗的关键性、决定性胜利。今后，在攻坚
方式上，要从全面推进帮扶向更加注重
深度贫困地区攻坚转变。当然，全面小康
不能落下一户一人，要把倾斜深度贫困
地区、特殊贫困人口同解决其他类型贫
困统筹起来，确保不留‘死角’。”甘肃省政
协委员、省扶贫办主任任燕顺说。

精准施策夯实脱贫基础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深入，一些贫困地
区实现了脱贫摘帽。一些代表委员建议做
好贫困户退出之后的继续帮扶、监管和巩
固提升工作，完善“短期脱贫、长久致富”
的帮扶机制，实现脱贫不脱政策，摘帽不
摘监管。

辽宁省人大代表、锦州市义县七里
河村党支部书记毕存仁说：“我们村成立
了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带领贫困户抱
团开拓市场，148 户贫困户现在已全部
脱贫。下一步的关键是怎么杜绝返贫，我

们 2018 年打算再扩建花棚冷棚 20 个、暖
棚 15 个，把合作社做大做强，巩固扶贫成
果，让更多群众致富增收。”

山西省政协委员王亦认为，解决好贫
困地区的区域性整体脱贫问题，一方面要
积极对接市场需求，寻求发展壮大符合当
地实际的特色产业，推动贫困人口依靠产
业发展脱贫致富；另一方面要充分整合土
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建立政府、
企业、贫困群众共同参与、风险共担的综
合发展机制。

湖北省政协委员、黄冈市扶贫办主任
方荣建议，要坚持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
合，在鼓励市场主体以产业带动就业的同
时，积极开展针对贫困户的技能培训，创
业指导，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提升自我造
血能力，实现持续增收脱贫。

疾病是人民群众脱贫致富路上的一
大拦路虎。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委员茹小
侠说，建议将那些大病返贫或者致贫的家
庭重新及时纳入建档立卡户，切实解决群
众因病返贫问题。

(执笔记者王飞航，参与记者王衡、史林
静、林浩、张玉洁、杨稳玺、邹明仲、梁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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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两会代表委员聚焦精准施策攻克深度贫困

东边仙庄村，隶属河北省新河县仁
让里乡，顾名思义，这里是有传说故事的
地方。据康熙年间的《县志》记载，相传村
有边氏女，生而美善未及聘，一夕升天
空，以此名其地，村西边有仙女台，遗址
今无。今天，东边仙庄村人正用力书写脱
贫攻坚的真实故事。

2017 年 9 月 19 日，笔者随县委书
记李群江调研产业扶贫情
况，路过东边仙庄村，听到
了村委班子强的评价；不
久，习惯“打破砂锅问到
底”的我到东边仙庄村，与
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书进行
了初步交流。在新河县脱
贫攻坚的收官之年，1 月
24 日下午，笔者再次到东
边仙庄村调研产业扶贫等
情况。三次调研，笔者感触
颇深，聚力主业、服务企
业、扩大就业，正成为东边
仙庄村探索从贫困到脱
贫、从脱贫到小康两步并
作一步走的有效路径。

聚力主业：“光

伏扶贫+低保兜底”

构建脱贫“双保险”

东边仙庄村 2013 年
被确定为国家级扶贫开发
重点村，时有贫困人口 411
户 963 人，2014 年建档立
卡时，贫困人口 242 户 543
人。近年来，新河县纪委驻
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班子把
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
第一要务，协同发力，218
户 504 名建档立卡群众已
脱贫出列，还剩 24 户 39
人，计划今年脱贫出列。

古人云，“法乎其上，
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
其下”，为确保真脱贫，防
止脱贫又返贫现象，驻村
工作队发扬干就干好、干
就一流的作风，会同村两
委班子商定，脱贫攻坚战，
必须按照从贫困到脱贫、从脱贫到小康
两步并作一步走的要求，由打赢向打好
转变，努力实现更高质量的脱贫和小康。

光伏扶贫是国家发起的精准扶贫工
程，新河县积极探索“政府+企业+金融
机构+贫困户”的光伏产业新路。村党支
部书记陈清涛介绍，村里的光伏电站已
并网发电，每个贫困户每年都能稳定收
益 3000 元；27 名贫困群众还享受着“低
保”待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国家线，增
幅也高于全省标准。新河县脱贫办主任
姬志勇介绍，光伏扶贫和低保兜底已经
构建了东边仙庄村贫困群众脱贫的“双
保险”。

服务企业：“猪鸭养殖+特

色种植”渐成富民产业

按照省市安排，新河县实施决战脱
贫决胜小康两步并作一步走的战略。东
边仙庄村在仁让里乡和县纪委驻村工作
队指导下，一方面高标准谋划脱贫任务，
一方面积极为驻村企业服务，推动发展
富民产业，夯实全村小康的物质基础。

2014 年 7 月，争取上级扶贫资金支
持，东边仙庄村流转 100 亩土地，建了
100 个大棚，但由于市场行情、经营不善
等因素，承包大棚的老板几易其主。
2017 年 8 月，新河县利用国开行扶贫贷
款 980 万元拓宽修葺的仁东线竣工后，
村里就斥资近 2 万元，为路旁的大棚装
了监控探头。经陈清涛牵线，来自山东夏
津的朱玉江已承包大棚种红薯。总投资

15 亿元的河南牧原百万头生猪养殖项
目是新河县产业扶贫的“大手笔”，仁让
里乡负责同志介绍，建设新河牧原公司
第四养殖场所需的 724 亩地，东边仙庄
村不到一个月就征完了。场长闵文飞说，
他们与村委会经常互动，占地每亩每年
补助村里 1000 元，19 位村民在公司养
猪，还上了“五险一金”，月工资人均

3800 元左右，今年计划实施
牧原“5+”资产收益金融扶贫
模式，每个贫困户还可获收
益 3200 元。村东北角的健加
乐鸭业公司是县纪委招商引
资项目，不仅带动本村 19 人
就业，而且也帮扶后良家庄、
西边仙庄等 11 个周边村的
40 多名群众收获了工资性
收入。

县纪委驻村工作队队长
刘庆勇介绍，除了村里现有
的 700 亩皇冠梨和 100 亩优
质桃种植及光伏扶贫项目，
仅驻村企业占地补偿每年给
东边仙庄村带来的资产性收
入就超过 100 多万元。笔者
深深体会到，大力培植产业
项目，不仅利于帮助农民增
加财产收入，创造工资收入，
也利于盘活闲置土地资源，
强化节约用地，推动规模经
营，进而助推农村新型经营
主体培育。这符合中央对“三
农”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改革
方向。

扩大就业：引导

农民向职业农民和

产业工人转变

东边仙庄村在新河县城
东南约 1 4 公里处，人口
2246 人，耕地 3800 亩，人均
耕地不足 1 . 2 亩。陈清涛
说，尽管村里平整了近 400
亩荒地，但耕地太少这个最
大的村情，仍是脱贫致富奔
小康的最大“桎梏”，常年在
外务工人员 600 余人。

去年，新河牧原公司、健加乐鸭业公
司、山东津安老保用品厂等企业驻村后，
为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为此，村两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一直通过
入户宣讲、大喇叭广播等方式，引导广大
村民就近就业，逐渐转变为产业工人或职
业农民。同时，引导在外务工的致富能手
回乡创业。村民牛润泉在石家庄发展装修
业务，势头不错，响应村里的号召，已准备
回新河县开辟业务。他说，这样既能降低
成本，又能带动邻居一起挣钱。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按
照中央和省市部署，新河县多次召开会议
进行具体安排，确定城乡融合发展的路线
图和时间表。在笔者看来，东边仙庄村是
新河县对外形象的窗口村，具备了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的独特“地利”。邯黄铁路货运
站依村而建，仁东线从村东头穿过，与春
秋路、新冀线、西新线互联互通，实现了东
边仙庄村到县城、乡政府、高速路口、308
国道不到 15分钟的交通圈。

在调研结束时，笔者发现，道德评议
会和红白理事会等村规民约上墙公布，
对接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置工作的 5 个便
捷清运式垃圾箱摆放在村委会院内，工
作人员正在修理社区直饮水站，原来村
西北角的垃圾场已被改造为村民活动广
场，“倡导文明新风 塑造农村新貌”的
村牌坊格外醒目……

大地为纸，勤劳作笔。在返程的路
上，一个念头油然而生，真诚期盼东边仙
庄村正在酝酿的“绿化”“美化”“亮化”工
作，悄然揭开乡村振兴的序幕。 (汪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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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种树之前，陈
少玲跑到很多国家找矿开矿，逐渐意识到
“不能再做破坏地球的事”。 2012 年，
在朋友建议下，她来到独山县一个布依族
村寨种植无患子树。

“当地老百姓生活很苦，用松木搭房
子再用报纸一糊就住进去了。”她回忆初
到独山看到的样子。

在西南贫困村寨的荒山上，陈少玲带
着团队，仅用两年时间就种下了 8000 多
亩无患子树，随后又慢慢发展起林下种植
和生态养殖等。

对这种房前屋后常见的树木，当地老
百姓原来只知道，咳嗽和嗓子痛时，找无
患子树叶嚼一嚼就会舒服一些。外地人跑
过来种了这么多树，肯定错不了，于是也
跟着种了 7000 多亩无患子。

“但我们现在不敢再种了，怎么抗病
虫害，怎么开发无患子药用价值，我们需
要专家进一步指导。”陈少玲说。

1 月 30 日，由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执

委会主办，雨花行动公益基金支持的“中
华亲情林——— 无患子树公益扶贫认养行
动”启动仪式上，皮肤黝黑身材精瘦的陈
少玲，讲述了她种植无患子树的经历和困
惑。

同样与无患子树结缘的还有伍丽琴。

这位致力于无患子种植和推广的女企业
家，童年记忆中就有一棵无患子树，后来
因为拆迁而被砍伐。

2009 年，伍丽琴倾其积蓄在湖南省
石门县创办了“湖南无患子农林发展有限
公司”，提取无患子树中含量丰富的皂苷
成分，制作相关日化用品。

陈少玲和伍丽琴，同样拥有成千上万
亩无患子林木基地，同样成为两个国家级
贫困县的扶贫攻坚代表人物，同样面临产
品推广和资金接续不畅的困境。

在“中华亲情林——— 无患子树公益扶
贫认养行动”启动仪式上，社会组织向她
们伸出了公益帮扶之手。

其中，雨花行动公益基金将购买这两

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无患子树苗两万棵，捐
给杭州市富阳区常安镇的生态修复事业，
并由该镇培育作为酵素产业的原料；在美
发行业具有影响力的丝丝关爱基金，则将
购买这两个无患子林木基地研发的生物洗
涤用品，在美发行业全面推广，改变行业
过度使用化学洗涤产品的现状。

“中华亲情林”项目是海外华侨华
人、台湾同胞在中国大陆认养有吉祥内涵
的长寿林木，同时附上自己的家谱和亲情
资料并持续养护林木的文化林业工程。截
至目前，已有 120 多个市县对“中华亲情
林”基地提出了申报。

将“中华亲情林”认养和两个国家级
贫困县的无患子林基地相结合，深化了这
一公益项目的价值。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贺军伟认为，
将这一公益项目和扶贫行动有机结合的新
思路，发展为适用于全国的普适模式，并
在全国推广开来，意义更为深远。

(黄海波、李奕慧)

无患子串起的扶贫故事

记者梳理各地的政府工

作报告发现，2017 年全国有

100 个左右的贫困县实现脱

贫，预计 2018 年还会有 300

个以上贫困县脱贫摘帽。贫

困，正在各地的版图上退缩

江西提拔使用 2488 名扶贫干部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郭强)记者从江西

省扶贫和移民办获悉，江西把脱贫攻坚实
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在脱贫
攻坚第一线考察识别干部。目前，全省已
提拔使用扶贫干部 2488 人，其中第一书
记 778 人。

在脱贫攻坚中，江西将脱贫攻坚考
核由 25 个贫困县扩大到所有设区市和县
市区，并要求各地完善以脱贫攻坚为导
向的干部考核机制，把脱贫成效作为干
部年度考核、激励惩戒和选拔任用的重
要依据。对在基层一线实绩突出、群众

公认的，要重点培养、优先提拔使用；
对工作不力、成效不好的，要予以问
责。

在提拔 2488 名扶贫干部的同时，
2017 年，江西还查处扶贫领域问题 5209
个、处理 7010 人。

▲近日，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麻沙镇纪检监察干部在扁溪村精准扶贫对象徐月妹（左一）的草莓种植园内访査扶贫政策、资
金落实情况。福建省南平市各级纪委监察部门紧盯“蝇式腐败”，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对扶贫政策、资金、项目和措施落实情
况，进行常态化监督，发现违纪问题线索一查到底，有效保障群众切身利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邱汝泉摄）

精准监督只为人民生活更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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