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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精准扶贫推进路径

开发式扶贫脱贫一批

教育培训智力脱贫一批

医疗救助脱贫一批

保障供养脱贫一批

移民安置巩固一批

我市精准扶贫的五大工程

实施基础设施扶贫工程

实施公共服务扶贫工程

实施特色产业扶贫工程

实施龙头企业扶贫工程

实施电商扶贫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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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集中投入、连片开发原则，将市级财政扶
贫配套资金与省级扶贫成效奖励资金捆绑使用。
我市参照老区和插花贫困地区连片开发项目做
法，采取竞争立项的方式，从各县（市、区）申报项
目中抽选部分项目进行集中扶持，每县扶持项目
不超过 3 个，切实提高扶贫资金使用的精准度。
2014年，集中使用扶贫资金 845万元，实施扶贫项
目18个，单个项目平均投入46.9万元。

以支持贫困农户开展自主创业，解决贫困农
户资金短缺为目标，在小额信贷贴息项目上进行
创新，组织实施了“银行扶贫贷”业务试点。即，从
财政专项扶贫贷款贴息资金中拿出部分资金存入
指定银行作为贷款担保金，银行按照1:5的比例向
扶贫部门确认的有明显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能人大户以及符合条件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发放贷款。贷款人在贷款结清后，扶
贫部门对贴息申请进行审核后，按照相关政策规
定以 3%～6.5%的比例予以分类贴息。“扶贫贷”出
现贫困户无法偿还情况，银行将启动代偿程序，从
贷款担保金中提取预期贷款本息（含罚息）的 50%
偿还银行贷款。担保金代偿后，扶贫部门和银行
方将共同向借款人、担保人进行依法追偿。目前，
全市放贷总量 7500万元，累计向 325户贫困户、9
家专业合作社发放“邮储贷”2810万元。

以开展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为契机，在通
山县大畈镇板桥村实施土地二次流转“资源共享”
扶贫试点。即村民将手中林地经营权流转到村委
会，政府整合政策项目资金，按每亩2000元的标准
对流转土地进行投入建设，解决林地不能适度规
模经营的问题。改建完成后村委会再次将林地流

转归还村民。村委会通过招商，将村民林地经营
权和每亩2000元的政策项目资金入股林地承包公
司。承包公司按照合同每年向村民支付土地租金
和公司收益分红。

崇阳县按照“优先扶病、突出扶智、灵活扶工、
兜底扶养”的原则，以产业扶贫为重点，推出“4+
X”产业精准扶贫套餐。所谓“4”，即对接全市楠竹、
油茶、茶叶“三大百亿”产业和精品水果产业，该县
政府整合涉农资金 1.5亿元，对参与发展“四大产
业”的贫困户进行补助支持，种植楠竹每亩补贴800
元，种植茶叶、油茶、水果每亩分别补贴1500元、800
元、1000元。所谓“X”，即该县政府根据地方资源
特色实际，精选一批“短平快”产业发展项目，贫困
户结合自身实际自主选择适宜发展项目，目前已列
出黑木耳种植、山地菜牛养殖、放养绿壳鸡蛋等20

余个项目。该县1.92万户贫困户中，已有6600余户
确定了主打产业，找到脱贫致富门路。

重点关注特困群体脱贫，资源要素向贫困户
中的贫困户倾斜。通山县在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中锁定1000户最贫困家庭，实施建房免费、教育免
费、治病免费、生活保障、生产扶持等“三免费一保
障一扶持”帮扶行动,全面解决贫困户生存保障问
题。崇阳县实施万名干部结对助万家脱贫活动，
在全县范围内选择1万个特困家庭，组织全县1万
名干部职工、工商大户、企业业主参与结对帮扶，
通过包保扶贫、职责扶贫、爱心扶贫、造血扶贫等
形式，利用两年时间实现 1万个特困家庭脱贫致
富。通城县实施重点贫困村整村推进工程，每年
组织33名县级干部带领98个县直部门利用1年时
间定点帮扶12个重点贫困村。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全社会共同的理想和愿望，也是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之一，更是新时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际行动。

根据最新贫困监测统计显示，我市现有38.3万农村贫困人口年人

均纯收入不足 2300元(2010年不变价)，他们绝大多数生活在边远山

区，基础设施薄弱，生存环境恶劣，文化、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供给不

足，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今年，10月 17日是第二个“国家扶贫日”，为

帮助他们早日摆脱贫困，在此，我们倡议：伸出您的援手，积极参与

“10·17，邀您一起来扶贫”活动，尽自己所能捐赠扶贫善款，为加快贫

困地区发展，帮助贫困农民早日脱贫。

我们相信，发自您内心深处的关爱和善举，将让弱者不再孤独，让

贫困者不再无助，让扶贫济困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蔚然成风，让友善

互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人心，让贫困群众与您一起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过上幸福快乐的美好日子！

有意捐赠的各类主体，可与咸宁市慈善会联系

开户单位：咸宁市慈善会

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咸宁分行

银行账号：100404375080010

咸宁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2015年10月16日

精准扶贫 不落一人 合力攻坚 决战决胜

今年 7 月，我市召开扶贫攻坚誓师大会，
吹响“精准扶贫、不落一人”扶贫攻坚的冲锋
号。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近年来，我市围绕“精
准扶贫、不落一人、打一场扶贫攻坚决战决胜战”

的总要求和部署，以幕阜山咸宁片区区域发展与
扶贫攻坚为重点，以精准施策、精准脱贫为目标，
不断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措施，扎实推进全市
贫困人口脱贫减贫工作。2014年，实现减贫61263
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 10891元，同比增长

12.17%。
咸宁市精准扶贫总体目标是：到2018年底，实

现三个片区贫困县（通城、崇阳、通山）脱贫“摘
帽”、192个贫困村脱贫出列、38.3万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我们将采取“五个一批”的方式推进精准扶

贫。即：开发式扶贫脱贫一批、教育培训智力脱贫
一批、医疗救助脱贫一批、保障供养脱贫一批、移
民安置巩固一批，并通过整合危房改造、扶贫搬迁
等涉农项目，帮助其搬迁至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
相邻地区，实现稳定脱贫。

扶贫到村、工作到户，对症施药，精准发力。
对照国家贫困户识别标准，按照开发式扶贫脱

贫一批、教育培训智力脱贫一批、医疗救助脱贫一
批、保障供养脱贫一批、移民安置一批的要求，我市
对全市38.3万贫困人口进行复查分类，全面核清贫
困底数，夯实精准扶贫“五个一批”工作基础。

开发式扶贫脱贫一批。通过扶贫开发综合扶
持，解决20.4万19岁以上、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脱贫问题；教育培训智力脱贫一批。通过发展教
育、爱心资助等措施，解决 4.3万 18岁以下贫困人
口脱贫问题，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医疗救助脱贫一
批。对8.1万因病因残缺劳动力的贫困对象，通过
医疗救助帮助脱贫；保障供养脱贫一批，通过政府

保障兜底，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实现应保尽保，解
决5.5万低保和五保对象脱贫问题；移民安置巩固
一批。在以上贫困对象中，有1.3万户贫困户因生
产生活环境恶劣致贫，我市将通过整合危房改造、
扶贫搬迁等涉农项目，帮助其搬迁至生产生活条
件较好的相邻地区，实现稳定脱贫。

整合新农村、“三万”等驻村工作资源构建了
贫困村、贫困户监测网络，完善贫困人口动态信息
管理，确保脱贫一个，销户一个。

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定期不定期对扶贫政
策落实、项目推进情况评估，分析总结扶贫成效、
困难，为减贫脱贫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以夯实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改善贫

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为目标，着力实施精准扶贫
五大工程——

实施基础设施扶贫工程。力争到2018年前解
决所有贫困村水、路、电等基础设施问题。

实施公共服务扶贫工程。切实解决贫困人口
卫生医疗、教育、社会救助、就业保障、公共文化等
突出问题。

实施特色产业扶贫工程。引导鼓励贫困户发
展楠竹、油茶、茶叶等特色传统优势产业。

实施龙头企业扶贫工程。市县两级共选择
100个贫困村，引进龙头企业，选择优势资源发展
项目，带动全村脱贫。

实施电商扶贫工程。在片区三县各选择10个

重点贫困村进行试点，引导贫困户利用电商推销
产品，拓宽增收途径。

扶贫攻坚、脱贫致富，产业支撑是前提。我市
始终将产业发展作为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的重要
途径，支持各县（市、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按照“一县一规划，一县一特色，一县一平台”的工
作思路，结合地方资源优势，重点培育 100亿竹产
业、100亿茶产业和 100亿油茶产业等特色产业，
支持以咸安桂、嘉鱼菜、赤壁茶、通城油、崇阳竹、
通山石等为主的扶贫支柱产业，形成一个区域以
一批特色精品为主导、一个支柱产业以一个企业
为龙头、一个系统以一批拳头产品作支撑的产业
化扶贫体系。

突出精准扶贫工作重点

围绕“精准扶贫、不落一人、打一场扶贫攻坚
决战决胜战”的总要求和部署，以幕阜山咸宁片区
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为重点，我市不断健全工作
机制，全面加快全市困难群众脱贫减贫步伐。

通城、崇阳、通山三县是幕阜山片区区域发展与
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为加快片区县扶贫攻坚，我市成
立了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主职领导挂帅，
多部门共同参与，全面完善扶贫攻坚组织领导机构。

市委、市政府研究制定了《市领导定点联系片
区县工作方案》。即：市委代理书记李建明联系通
山县、市长丁小强联系崇阳县、市委副书记陈树林

联系通城县，定点指导片区三县扶贫开发工作。
出台了《咸宁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实施

方案》，推进政府部门资源整合，明确目标责任，统
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领
域建设，构建政府部门联动机制。

与此同时，进一步明确各县（市、区）党政班子
和市直各部门工作责任，将扶贫工作成效考核纳
入全市年终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考核结果作为
党政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健全结对帮扶工作机制。我市出台《关于市
级领导联系县（市、区）、乡镇、贫困村工作制度的

通知》、《组派 2015年市驻农村工作队(扶贫工作
队)的通知》等文件，全面动员深化驻村帮扶工作。

在“1331”帮扶工作队基础上，组建177支市级
扶贫工作队（另有省直驻村帮扶工作队 15家），完
成了对全市192个贫困村驻村帮扶全覆盖，全力加
快贫困村经济社会发展。

健全“北三县”结对“南三县”共建发展机制。
嘉鱼、赤壁、咸安三县分别联系支持片区通山、崇
阳、通城三县各2个乡镇，每年向对口乡镇捐赠发展
资金不少于50万元。其中，咸安区主动与通城县三
个乡镇对接，每年捐资发展资金不少于75万元。

通过实施《咸宁市创新扶贫开发社会参与机
制实施方案》，全面落实扶贫企业税收减免、爱心
捐赠税收减免等多项社会扶贫激励政策，鼓励引
导更多的爱心人士、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攻坚。

以“百企联百村 村企共建”活动为载体，全市
189家企业与 189个贫困村进行了结对共建，累计
在贫困村新上项目 443个，捐资公益事业 1.2亿余
元，帮扶困难群众8760余户。形成了以迁村腾地、
整村推进为内容的“嘉鱼模式”和以产业帮扶、村
企共赢为特色的“通城模式”，以及以助学、助困、
助医、助居、助行为主题的“同心·五助”品牌。

健全精准扶贫联动机制

实施精准扶贫 全面冲刺小康

加快精准扶贫方式创新

10·17，邀您一起来扶贫
——咸宁市2015年“扶贫日”活动倡议书

咸宁市精准扶贫总体目标

到2018年底，实现三个片区贫困县（通城、崇阳、通山）脱贫“摘帽”、192个贫困村脱贫出列、
38.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赤壁市余家桥乡丛林村丰水梨
项目带动75户贫困户脱贫。

崇阳县铜钟乡绿谷茶叶专业合作社4000亩
茶叶基地，带动周边300户农民种植茶叶。

嘉鱼县陆溪镇界石村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通过
产业扶贫方式带动当地贫困户人均增收2万元以上。

通城小井村万亩油茶基地，平均每
亩为贫困户带来800元收益。

通山县大畈镇“二次流转”3000 亩油茶
基地,每年为157户贫困户增收1400元。

咸安区向阳湖镇铁铺村千亩蔬菜基地，投入资金
139.32万元，帮助55户贫困户发展蔬菜产业。

咸宁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战示意图

2015年底前13759人脱贫

2016年3个贫困村出列，9015人脱贫

2017年4个贫困村出列，8015人脱贫

2018年5个贫困村出列，6612人脱贫

2015年底前7920人脱贫

2016年6个贫困村出列，10280人脱贫

2017年9个贫困村出列，9700人脱贫

2018年8个贫困村出列，7000人脱贫

2015年底前17439人脱贫

2016年8个贫困村出列，13000人脱贫

2017年8个贫困村出列，19261人脱贫

2018年5个贫困村出列

2015年底前6个贫困村出列，32000人脱贫

2016年计划13个贫困村出列，21000人脱贫

2017年14个贫困村出列，15000人脱贫

2018年贫困县退出，14个贫困村出列，,15100人脱贫

2015年底前12个贫困村出列，37000人脱贫

2016年3个贫困村出列，25000人脱贫

2017年贫困县退出，9个贫困村出列，25000人脱贫

2018年9个贫困村出列，20000人脱贫

2015年底前26300人脱贫

2016年19个贫困村出列，21800人脱贫

2017年贫困县退出，28个贫困村出列，23200人脱贫

通山战区减贫计划

咸安战区减贫计划

崇阳战区减贫计划

通城战区减贫计划

赤壁战区减贫计划

嘉鱼战区减贫计划

咸宁市2015-2019年
减贫脱贫战役年度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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