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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山河的壮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
理政突出位置，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作出一系列新决策新
部署，推动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对世界减贫进程作出了
重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是一项历史性工程，是中国共
产党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让全国现有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
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举全党全国之
力，
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确保兑现承诺。
咸宁地处鄂东南，是一个集老区、库区、山区于一体的插花

这是一片古老神奇的土地，这是一个激荡风云的时代
风云的时代；
；
这是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战斗，这是一个掷地金石的庄严
石的庄严承
诺；
这是铭刻崇山峻岭中的壮丽史诗，这是矗立在鄂南大地的丰
碑……
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这是中国精神、
中国奇迹；
诀别贫困，迈向小康，曾是人民群众千年的企盼和梦想，更是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神圣使命。
站在新起点，瞄准新目标；
开辟新纪元，走向新时代。
鄂南，
我们共同见证——
2020，
再见，贫困，你好，小康！

铭刻大地的史诗

市委书记孟祥伟看望慰问贫困户

市委书记孟祥伟在全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将扶
贫与扶志、扶智、扶制、扶治、扶支相结合，
抓住产业发展这个
关键，着力在增品质、建品牌、强基础上下功夫，发挥好党员
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提升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确保贫困
群众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思想引导扶“志”。持续深入开展“话党恩、促脱贫”
“惠
从何来、
惠在何处”
“脱贫之星”
评选表彰等活动，
引导贫困群
众克服等、靠、要的思想。针对有意见的群众，加强思想教
育，
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贫困户王细贵从一名老
上访户变成了
“上进户”
，
成为一名自主脱贫典范。
发展教育扶“智”。通过新建或改建学校的基础设施提
高学校的办学能力，常见的有多媒体教学设施、实验室等学

市长王远鹤扶贫产业调研

习场地，提高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基本办学条件，让贫困地区
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崇阳县建成教学共同体 12 组，
建同
步/专递课堂教室 56 个，
实现区内优质资源推送全覆盖，
惠及
4000 多名学生和 320 位农村教师。
深入推动扶“制”。全面推进红白理事会、乡贤评议会、
村规民约等制度建设，
向高价彩礼、人情攀比、薄养厚葬等乡
村恶俗“开刀”，全力整治农村陋习，引导培育文明乡风。市
直驻通城县塘湖镇望湖村工作队为改变当地大办红白喜事
的陋习，成立了红白喜事理事会，购买 8 台鞭炮机，定向为有
需要的村民提供服务，一年为当地村民节约开支 200 余万
元。
基层普法扶
“治”
。加强基层治理，
把保障群众依法参与
法治建设的重大举措讲清楚，
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问

题讲清楚，
不断增强群众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赤壁市赤
壁镇东柳村，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加入“文明”元素，
与基层法治建设深度融合，
共发展了大棚瓜果、稻虾混作、大
米种植、
有机蔬菜基地 4220 亩，
带动 4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
现全覆盖。
强化组织扶
“支”
。发挥基层党支部的表率作用,在发展
种养项目上下功夫,学习科技上做文章,打造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的坚强堡垒。咸安区深度贫困村双垅村“两委”，依托
“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引进楠竹加工厂 17 家，生产竹篮、
竹篱笆、竹架板等竹制品，
年产值 3000 多万元，
带动 3000 多
人就业，
其中 149 户贫困户。村委会兴建一座占地 20 亩竹炭
加工厂，
解决 10 名贫困户就近务工就业问题，
每年为村集体
增加 20 万元的收入。

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抗疫抗洪全面胜利

咸安高桥镇白水畈萝卜公社

赤壁沧湖开发区普安新村

疫情以来，贫困户感染新冠肺炎人数 32 人；入汛以来，114
个贫困村受灾，涉及贫困人口 4.33 万人。面对今年疫情连灾情
的特殊情况，全市上下不等不靠，努力答好战疫战洪“加试题”，
没有出现一例因灾因疫返贫对象，实现了“不倒一堤、不垮一
坝、不死一人、无一人因灾返贫”的目标。
在疫情方面，
我们的驻村工作队第一时间冲在前面，
迅速变
为防控队、突击队、救援队。累计协调争取口罩、手套物资 38.5
万份，
帮助解决防控、生活物资 159.1 吨，
为村民代购代送生产生
活物资 5.4 万余单，
帮助采购生产物资、
销售产品 2716.2 吨。
出台“战疫”
“ 战贫”10 条硬举措等一系列工作部署和安
排，优先安排贫困家庭劳动力上岗复工，建立绿色通道“点对
点”组织输送，全市有 139960 名贫困户外出务工，较 2019 年增
加 1.7%。扩大扶贫专岗安置贫困劳动力规模，促进贫困家庭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全市累计设置保洁员、护路员等“十员”
扶贫专岗 18266 个，其中 2020 年新增 6692 个。优先支持带贫
企业复产复工，截止目前，全市复工企业吸纳贫困户就业 3 万
余人，51 家扶贫车间和 12 家扶贫龙头企业全部复工复产，累计
吸纳贫困户就地就近就业 2055 人。
着力实施“个十百千万”工程，引导各级帮扶单位和社会力
量参与消费扶贫。截止目前，全市申报注册的扶贫产品共
1265 个、供应商 474 家，已在中百、中商等大型商超开设消费扶
贫专区 16 个，销售金额 6500 余万元；全市各级财政预算单位在
中国社会扶贫网湖北特色馆和
“扶贫 832”平台共采购 5181.1 万

元，全市已申报认定的扶贫产品和贫困户自产自销产品累计销
售额达到 12.83 亿元。
在汛情方面，密切跟踪受汛情影响贫困人口情况，因灾造
成部分贫困户出现饮水安全问题和住房安全问题，已全部及时
妥善解决；2851 人因灾累计返乡回流已全部实现再就业；及时
对农户因病、因灾、因学产生致贫风险的农户进行理赔，截止目
前，905 笔，赔付 1220.6 万元。汛期以来，全市贫困户未发生因
灾死亡情况，未发生因灾生活无保障情况。

脱贫成色全面提升
建立防贫预警机制。县、乡、村三级联动，按照排、访、评、
录、测、补、销七步法，对脱贫不稳定人口和边缘易致贫人口的
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变化情况进行预警监测，并不定期对
所有监测对象进行动态监测，及时汇总上报监测结果，实行分
层级、分行业交办发现问题整改。
实施巩固提升工程。印发了《咸宁市关于加快推进贫困村
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大力实施“十大巩固提升工程”，全市所
有贫困村至少形成了一个主导产业，茶叶、油茶、楠竹、蔬菜、水
果、中药材等特色基地面积达 607 万亩，每个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基本实现有就业或有产业。
积极推进产业奖补。持续开展市级特色产业奖补评审，累
计评选产业合作联盟 10 个、特色产业示范村 118 个、扶贫企业
58 家、脱贫之星 183 个，发放奖补资金 1753 万元；开展了贫困村
产业扶贫巩固提升项目评审，向 63 个村级集体产业项目奖补

脱贫大事记

贫困地区。据 2014 年全国扶贫开发建档立卡数据统计，咸宁市
有贫困村 192 个，
其中深度贫困村 21 个，
贫困人口 38.3 万人。
一直以来，我市始终按照“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的要求，聚
焦“准实”二字、下足绣花功夫，坚持“深实严细久”标准，扎实推
进户脱贫、村出列、县“摘帽”等各项工作。目前，全市 192 个贫困
村已全部出列；崇阳县和通山县 2018 年、通城县 2019 年实现高
质量脱贫
“摘帽”
，
全市实现区域性整体脱贫。
2020 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如何克服疫情影
响，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咸宁正交出一
份彪炳史册的满意答卷。

2176 万元。已累计发放到户产业奖补资金 3.5 亿元，2020 年预
计发放 1.2 亿元。
用足用好防贫保险。通城县成立全省第一家防贫减贫中
心，全市推广防贫保。全市投入 3005.46 万元为农户购买防贫
保，对农户因病、因灾、因学产生致贫风险的农户进行理赔，切
实增强了已脱贫户和贫困边缘人群的抗风险能力。

恋问题，
激发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内生动力。

攻坚合力全面增强

协作支持举措“全”。咸宁对口支援恩施州建始县，咸宁市
赤壁市对口支援襄阳市南漳县、咸安区对口支援十堰市茅箭
区。围绕投资企业数、实际投资额、吸纳贫困人口就业数和社
会帮扶资金数持续增长的的总目标，四年累计支持帮扶资金
7900 万元，与对口支援县 14 个乡镇开展携手奔小康行动，帮助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把脱贫攻坚中形成的有效办法与乡
建成民族高中、文化体育中心等一批民生项目，高质量完成了
村振兴结合起来，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考核，扎实推进 82
对口支援任务。
个全省美丽乡村示范村和 231 个整治村建设。同时，结合“六
行业扶贫成效“显”。市人大开展“聚力脱贫攻坚、人大代
大”活动，对脱贫思路、脱贫路径、脱贫成效、工作作风来一次
表在行动”，全市 355 个代表小组开工率 100%；市政协连续 3 年
“回头看”，衔接好“十四五”规划编制，在乡村振兴中巩固提升
接力推进幕阜山绿色产业带建设；市纪委运用“扶贫领域政策
脱贫攻坚成果。
落实监察系统”
“全国扶贫开发建档立卡信息系统”进行数据比
基础设施极大改善。38.3 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全实现；农
对，认真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市委组织部组织市党代表走访接
村电压合格率和供电可靠率全达标；全域建设“四好农村路”，
待党员群众 43421 人，收集解决问题 9875 件；宣传部门组织媒
农村公路全通达；贫困村网络全畅通；对 514596 户农户进行排
体进行深度跟踪采访，在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推出深度报道
查，不安全住房全清零；行政村均建成集宣传文化、体育健身等
1798 篇；市委政法委、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等部门，充分发
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和“乡村大舞台”
挥各自的工作职能，积极开展民主监督、宣传总结、
“百企帮百
建设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
村”等工作，
汇聚了脱贫攻坚的磅礴力量。
群众面貌焕然一新。通过
“走村巷 连民心”
“进万家、助春
社会扶贫氛围“浓”。236 家民营企业参与“百企帮百村”
耕、促脱贫”
“村湾夜话”等活动贴近群众，引导群众发自内心
精准扶贫行动，与 262 个村进行签约结对，累计投入资金 5.81
地感恩共产党。特别是今年妇联、团委等部门联合开展了 3 场
亿元，实施发展项目 565 个，20591 名贫困户受益。组织开展
农村大龄青年相亲活动，成功牵手 8 对，着力解决农村青年婚 “精准扶贫、携手同行”捐赠活动，共筹集善款 6300 多万元。

●2018 年全省市县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咸宁市获
得 综合评价
“好”
等次。
●2019 年 4 月 29 日，湖北省政府发布通知，崇阳、通山被批准退出
贫 困县。
●2019 年 10 月，白霓镇大市村党支部书记程桔同志荣获“全国脱
贫 攻坚奋进奖”
。
●2020年4月21日，
湖北省政府发布通知，
通城县被批准退出贫困县。

打赢收官战志在必得

通山大畈镇板桥村新貌

夯实脱贫攻坚基础

崇阳浪口温泉

坚持目标导向，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一是党委、
政府率先担责。严格执行“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
的工作机制，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平均每两月
至少召开 1 次会议，研究脱贫攻坚战工作。二是行
业、部门认真履责。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工作机
制，印发了《市直部门扶贫开发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办
法》，并严格考核。三是正向、反向考评问责。持续
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2019
年以来，全市累计共受理扶贫领域各类问题线索
1211 条，
已办结 1211 条。
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夯实工作基础。一是选准
选精领头羊。组织开展 192 个贫困村党组织书记履
职考核评估工作，调整不胜任的贫困村党组织书记 5
名，教育帮扶履职不到位村党组织书记 2 名。组织开
展“千人计划”续聘工作，大力实施“一村多名大学生
计划”，实现贫困村全覆盖；全覆盖培训村党组织书
记 887 人，贫困村“两委”634 人、贫困村第一书记 192
人，新任村“两委”干部 44 人。二是育强育优集体经
济。巩固“清零”成果，组织各地申报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市级示范乡镇 6 个、示范村 128 个，加强对
2019 年申报确定的 46 个省级扶持村项目发展、资金
使用、产生收益等情况进行跟踪指导，2020 年新申报
省级扶持村 30 个。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契
机，大力开展“三资”清理工作，嘉鱼县、通山县经验
做法得到省委有关领导批示肯定。三是建好建全场
所阵地。全市所有贫困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焕然一
新，全市上下投入 2 个多亿，对村级活动阵地进行了
改造或新建，完善了设施，配备了功能，为村级阵地
建设夯实了基础。
坚持全面动员，
源源汇聚工作合力。一是领导率
先垂范。市领导对有扶贫任务的贫困乡镇进行遍访，
对未出列村进行全覆盖走访。34 位市领导定点联系
38 个贫困村，
其中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扶贫工
作领导每人联系 2 个驻点村。二是干部倾情集结。按
照组织部门帮基层组织建设薄弱村、经济部门帮扶经
济薄弱村的要求，
组织全市 102 家机关单位、国有企业
定点帮扶 84 个村，坚持开展帮扶“十件实事”，累计投
入帮扶资金 6385 万元，实施帮扶项目 1008 个。三是
群众奋力脱贫。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感召下，
在各项政
策的扶持下，在党员干部的真情帮扶下，全市建档立
卡贫困户不等不靠，
积极发展产业，
努力外出就业，
全
市 38.3 万贫困户高质量实现脱贫。魏八山、周智取等
一大批脱贫典型的脱贫故事，被各级媒体争相报道，
183 名贫困户被授予
“脱贫之星”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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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打好收官战。坚决克服松劲、麻痹、厌战心
理。一是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严格落实脱贫攻坚
一把手负责制，继续抓好书记遍访，层层落实脱贫攻
坚责任。二是进一步压实行业责任。聚焦“两不愁
三保障”开展排查，补齐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等方
面短板，防止反弹。三是进一步压实帮扶责任。持
续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在人力、财力、精力方面只
增不减，全面压实帮扶责任。四是进一步压实监督
责任。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坚决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确保脱真
贫、真脱贫。
着力打好巩固战。聚焦受灾户、边缘户、脱贫监
测户以及野生动物养殖转产安置的贫困对象、退捕
渔民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精准施策。一是做好动态
排查监测。通过筛查预警、乡村干部走访、农户主动
申报等多个途径,按照监测范围，组织各县市区常态
化开展动态监测管理，建立监测管理台账。二是分
类帮扶和跟踪。全面落实因户施策、分类帮扶具体
措施，采取开发式和保障式相结合，提升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综合保障性扶贫服务水平，并用好“防贫
保”保障政策，织牢防贫铁网。三是做好工作督查和
调度。对边缘户与脱贫监测户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
相关部门核实整改，采取针对性的补短措施，每月对
工作推进情况和帮扶台账销号情况进行调度，防止
返贫和致贫现象发生。四是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扶持工作。全力推进发展基本产业、解决基本就业、
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优化基层社会治理、强化基层党
组织建设
“五基”攻坚计划,帮助引导搬迁群众更好融
入新生活。
着力打好增收战。一是突出产业扶贫发展重
点。强化产业扶贫政策保障,继续深入做好产业扶
贫，大力发展小庭院、小养殖、小作坊、小买卖等“四
小经济”，激发贫困地区持续发展动能。二是做好贫
困劳动力稳岗就业工作。积极开发新的扶贫专岗促
进就近就业，各县市区再新增 500 个扶贫专岗和公益
岗位，确保有劳动能力的全部实现就业。三是做好
消费扶贫工作。持续推进“个十百千万”活动，及时
组织扶贫产品上线销售，结对帮扶干部同步推进线
下销售，采购扶贫产品，确保每个贫困户的农产品得
到及时销售。
着力打好宣传战。认真做好总结表彰、讲好扶
贫故事，结合第七个全国扶贫日，深入开展特色鲜明
的脱贫攻坚宣传“十个一”活动，即举办一场扶贫义
捐、编写一本帮扶案例、举办一场演讲比赛、选树一
批脱贫典型、进行一次总结表彰、办好一场故事大
赛、提炼一批扶贫模式、组织一场事迹报告、推出一
组脱贫图展、开展一次专题研讨（脱贫与小康），精彩
讲述咸宁扶贫故事，在全市形成决战决胜的浓厚氛
围。
着力打好接续战。做好扶贫开发“十四五”规划
编制，积极谋划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各项工作。推进
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把有效衔接与
平稳转型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
长效机制。做好脱贫攻坚资料归档，推进数字化档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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