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11月月1212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0303

■官方微博：@焦作日报(新浪、腾讯)■新闻热线：8797000■编辑：郭 剑│版式：李新战│校对：董 蕾│组版：张 震

•2月23日，市委召开全市扶贫开发
工作会议，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成立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市委书记任
第一组长，市长任组长，市委副书记和分
管副市长任副组长。

•6月15日，市委召开全市脱贫攻坚
第一次推进会议，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再
动员、再部署。市政府先后4次召开脱贫
攻坚现场会，有力地推动了脱贫攻坚工作
扎实开展。

•11月16日，市委书记王小平不设
预案，不打招呼，到修武县、武陟县对脱
贫攻坚工作进行暗访。

•11月2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徐
衣显前往温县、武陟县调研脱贫攻坚工
作。

•全市33个市级领导联系分包了33
个贫困村，每月到联系村调研指导工作。

•市里成立脱贫攻坚专项督导组，先
后开展5次督导活动，重点督导贫困户识
别不精准、脱贫措施不精准、帮扶责任不
到位等问题。

•市里成立 4 个脱贫攻坚暗访督查
组，分别由市领导担任组长，先后进行了
5 次暗访，覆盖 46 个乡镇、109 个贫困
村、902户贫困户。

•市里实现了市县领导联系贫困村全
覆盖、行业部门向贫困村派驻工作队全覆
盖、后备干部任贫困村第一书记全覆盖、
党员干部分包贫困户全覆盖。

•我市全面落实“九个一”工作机
制：一个贫困村明确一名包村市县领导，
一个贫困村派驻一个帮扶工作队，一个贫
困村派驻一名驻村第一书记，一个贫困村
制订一个脱贫方案，一个贫困村设置一个
脱贫工作公示栏，一个贫困户采取一项脱
贫措施，一个贫困户明确一名帮扶责任
人，一个贫困户发放一张明白卡，一名帮
扶责任人记一本工作日志。

2016年
脱贫攻坚大事记

本报记者 杨仕智

过去的一年，市委、市政府把脱
贫攻坚作为全市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
工程，作为我市早日跻身全省“第一
方阵”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任
务，凝聚全市共识和力量，加压奋
进，全力推动，取得了良好成效。截
至目前，全市已有48个贫困村、1.5
万贫困人口达到脱贫标准，实现脱
贫，超额完成了省下达的目标任务。

“三个有力”：
吹响脱贫攻坚冲锋号

及时安排部署，推动有力。去年
2月，市委召开全市扶贫开发工作会
议，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成立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市委书记任
第一组长，市长任组长，市委副书记
和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6月15日，
市委召开全市脱贫攻坚第一次推进会
议，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再动员、再
部署。市政府先后4次召开脱贫攻坚
现场会，有力地推动了脱贫攻坚工作
扎实开展。

领导高度重视，保障有力。市委
书记王小平，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
显，每月都要听取脱贫攻坚工作汇
报，多次深入脱贫攻坚一线，检查督
导工作，推进任务落实。11 月 16
日，王小平不设预案，不打招呼，到
修武县、武陟县对脱贫攻坚进行暗
访。11 月 26 日，徐衣显前往温县、
武陟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全市 33
个市级领导联系分包了 33 个贫困
村，每月到联系村调研指导工作。县
（市） 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亲自
抓，领导班子成员齐上阵，层层传导
压力，推进工作落实。乡镇干部包
村、党员包户，认真组织项目实施和
管理，切实做到真抓、真干、真帮。
市财政拿出 3000 万元专项资金，各
县（市）区结合实际进行配套，为脱

贫攻坚工作提供了资金保障。
健全工作机制，督查有力。我市

建立“抓乡、带村、促县”工作落实
机制和督导问责机制，成立脱贫攻坚
专项督导组，去年先后开展5次督导
活动，重点督导贫困户识别不精准、
脱贫措施不得力、帮扶责任不到位等
问题；成立 4 个脱贫攻坚暗访督查
组，分别由市领导担任组长，先后进
行了5次暗访，覆盖46个乡镇、109
个贫困村、902户贫困户，并对暗访

中存在问题较多的 12 个乡镇 （街
道)、7个帮扶单位的负责人给予通报
批评、诫勉谈话、纪律处分等问责。

“三个精准”：
确保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识别精准。我市先后开展了三轮
建档立卡“回头看”活动，以 2015
年年底农民人均纯收入 2855 元为标
准，按照“一进、二看、三算、四
比、五议、六定”精准识别“六步工
作法”，严格执行本人申请、村民评
议、两委会确定、公告公示、乡镇党
委政府审核、县级批复的精准识别程
序，由驻村第一书记、帮扶责任人、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乡镇党
委书记、乡镇长6人签字，确保识别
精准，共识别贫困人口 7.113 万人，
其中因病因残致贫占53.5%，因缺技
术致贫占 18.1%，因缺资金致贫占
10.2%，因缺劳力致贫占6.2%，因学
致贫占6.3%，其他因素致贫占5.7%。

帮扶精准。我市实现了“四个全
覆盖”，即市县领导联系贫困村全覆
盖、行业部门向贫困村派驻工作队全
覆盖、后备干部任贫困村第一书记全
覆盖、党员干部分包贫困户全覆盖。
各帮扶工作队及时开展入户调查，积
极落实帮扶措施，协调资金和项目，
想方设法帮助贫困户增收致富。截至
目前，帮扶单位共协调各类资金
3800 万元，为贫困村引进项目 160
个。

措施精准。我市各县（市）区结
合实际，探索出不少新模式、新举
措，创造性地开展脱贫攻坚工作。武
陟县推行“两定制、一兜底”，即为
贫困户实施医疗定制、培训就业定
制，对建档立卡低保户和五保户实行
政府兜底。沁阳市积极开展“村企对
接”活动，要求 20 家实力较强的企
业与 20 个贫困村对接，安排贫困户
到企业就业。截至目前，我市已涌现
出市总工会派驻沁阳市紫陵镇范村第

一书记孔亚平、市水利局派驻孟州市
槐树乡岩山村第一书记杨希庆、市委
组织部派驻武陟县小董乡南官庄村第
一书记王建国等一批扶贫先进典型。

“五条路径”：
脱贫攻坚结硕果

路径一：发展产业脱贫。我市充
分发挥农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的带动
作用，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种植饲
养、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带动性
强、发展快的脱贫产业，做到“村村
有产业、户户有项目”。全市各级共
投入产业扶贫资金 3868 万元，实施
科技扶贫、到户增收、小额信贷贴
息、产业化贷款贴息等项目 158 个，
辐射带动 135 个贫困村、1.8 万户、
6.05万人增收。修武县云台山镇一斗
水、沁阳市常平乡九渡、中站区龙翔
街道赵庄等村积极发展旅游产业，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武陟县建成詹
店镇九盛堂养鸭基地、乔庙乡菡香稻
米生态农业基地等综合性产业扶贫基
地 14 个，帮助许多贫困群众实现了
脱贫。

路径二：转移就业脱贫。市人
社、农业、水利、残联、团委、妇联
等组织和部门，结合贫困群众意愿和
企业需求，开设电子商务、数控车
工、汽车维修、家电维修、电器自动
化等培训班，实行订单培训。去年，
全市共投入培训资金850万元，培训
贫困劳动力1.8万余名，帮助1.75万
人实现了就业。各级人社部门大力开
展“一村一场招聘会、10 万岗位送
农村”专项行动，在188个贫困村全
部举办了招聘会，共提供就业岗位
10.3万个。同时，各县（市）区、各
帮扶单位大力开发农村保洁、护林、
护路等公益性岗位，拓宽贫困群众的
就业渠道。武陟县小董乡把转移就业
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发力点，通过建
基地、强龙头、兴产业、促就业等多
条路径，实施“就业一户不能少”工

程，先后建起了翔胜制带、喜来多食
品、南归善食用菌种植3个基地和1
个劳务输出站。

路径三：低保兜底脱贫。市民政
部门出台了《焦作市社会保障脱贫实
施方案》和《焦作市脱贫攻坚民政兜
底专项行动方案》，将低保标准由
2760 元提高到 3360 元。去年，全市
下拨社会救助资金2.2亿元，将丧失
劳动能力、无法通过产业扶持和就业
帮助等手段实现脱贫的1.46万名贫困
人口纳入低保，做到了应保尽保。另
外，市民政部门扎实做好已享受低保
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截至
目前向农村低保保障对象 9098 户
16085人发放低保金1384万元，向城
市低保保障对象2550户4615人发放
低保金598万元。

路径四：社会救助脱贫。去年，
我市积极开展教育救助工作，对302
名新考入大学的贫困学生和1.89万名
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中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进行救助，发放救助金
1842 万元；开展医疗救助，将需要
大病救助的贫困家庭纳入重特大疾病
救助范围，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补充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减轻贫困
群众的就医负担，防止出现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现象。

路径五：行业部门扶贫。我市各
行业、各部门认真履行部门职责，发
挥行业优势，在项目安排和资金投入
上向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倾斜，推动脱
贫攻坚工作顺利开展。去年，各行
业、各部门共筹集资金9383.5万元支
持脱贫攻坚，其中交通部门投资
1410 万元帮助 38 个贫困村整修道
路；住建部门对118户贫困户的危房
进行改造；扶贫部门投入省、市、县
三级财政扶贫资金 4255 万元，在贫
困村安排道路、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和科技扶贫、小额信贷、互助资
金等产业增收项目，改善了贫困村的
生产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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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5日，博爱县孝敬镇坞庄村村民在管理大棚蔬菜。县扶贫办为该村村民办理贴息贷款54万元，支
持村民发展大棚种植，使该村500人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2016年12月3日，博爱县金城乡张武村村民辛秀珍在剪兔毛。2012
年以来，该县扶贫办已为饲养长毛兔的农户累计发放补助资金59万元，
使83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2016年11月12日，博爱县牛博博饲养专业合作社的饲
养员在饲养肉牛。该合作社在县扶贫办贴息贷款扶持下，建
起36座牛棚，年出栏肉牛1100头，收入1650万元。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2016年12月9日，博爱县金城乡西碑村村民
在打磨水泥路面。该县扶贫办为西碑村申请了50
万元扶贫资金，用于村内基础设施建设。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修武县西村乡平顶爻村村民在帮扶工作队的帮助下
发展乡村旅游，增加收入。

本报记者 赵耀东 摄

2016 年 8 月 22 日，市公安局驻修武
县西村乡平顶爻村帮扶工作队的同志在平
顶爻村现场解决问题。

本报记者 赵耀东 摄

2016 年 7 月 28 日，市审计局驻中站
区龙翔街道周窑村帮扶工作队的同志在周
窑村走访贫困户。

本报记者 赵耀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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