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些年，因家中房子年久失
修，每逢台风天都要被转移。多
亏政府建了造福工程，让我住上
了新房子。”由东源乡上泥村搬入
福源社区的困难户赵作发说道，
现在东源乡入驻的企业多了，农
忙时夫妻俩就种些太子参、茶叶，
农闲时就近到企业打打零工。农
闲农忙两不误，一年下来收入也
有四五万元。

柘荣县把造福工程搬迁与城
镇规划建设结合起来，在距城关3
公里的东源村岚下洋建设造福工
程集中安置点，让全县 9 个乡镇
52个自然村448户2453人的地灾
点和偏僻山区群众在这里盖上了
房子。

该县结合美丽乡村、新农村
样板村和扶贫开发重点村等项目
建设，实施危房改造和生态移民
造福工程。根据贫困程度，采取
货币补偿、套房安置和异地安置
联建等形式，分期分批搬迁安
置。2012年以来共完成造福工程
搬迁安置和实施危房改造 815
户、3735人，从2015年开始，该县将每年
完成造福工程搬迁250户、1000人，对全
县69个边远偏僻自然村，每年按20%计
划进行整村搬迁，到2020年基本完成整
村搬迁。

今年以来，全县 18个样板村、21个

扶贫开发重点村、13个美丽乡村建设共
投入资金1.35亿元，实施基础设施配套、
生态景观绿化、卫生环境整治等项目
201个。112个建制村全部实现通村公
路水泥硬化，20户以下自然村广播电视

“村村通”工程全面完成，8个乡镇卫生

院、73个村卫生所实现标准化、信息化，
7 万多农村人口安全饮水问题得到解
决。扶持有条件的贫困村优先申报“美
丽乡村一日游”、“旅游扶贫”示范村创建
试点，对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美丽乡村，
积极扶持创建“特色旅游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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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荣是闽东山区县、革命老区、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近年来，柘荣县乘借扶贫开发政策东风，按照“两城”发展定位，全面推进“五特好柘荣”建设，落
实精准扶贫“六到村”、“六到户”和“五个一批”、“五个带动”等政策措施，通过项目带动、发展生产、完善保障等方式，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在“特”
上做文章，在“准”上下功夫，各项帮扶对策“规划到村、辐射到户、带动到人”，精准扶贫给山城群众的生活带来质的蜕变。

2014年，柘荣县首次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1年的7114元上升到2014年10139元，贫困人口从2011年的1.42万
人下降到5657人。今年前三季度，该县争取各类帮扶资金2689万元，实施扶贫项目135个，14个自然村完成了整村搬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5%。

“我县大部分农村基础差，底子薄，发展后
劲乏力，扶贫开发任务艰巨，我们要借力发力。”
柘荣县长雷祖铃说道。

近年来，柘荣县积极承接扶贫开发重点县
政策和山海协作、挂钩帮扶，筛选上报事关柘荣
长远发展的 50多个重大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尤其是设立省级经济开发区、高速公路开通、溪
门里水库完工供水及城区防洪工程开工建设，
增强了县域“造血”功能和内生动力。

该县出台《柘荣县农村扶贫开发实施方
案》，将扶贫开发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
划，成立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坚持“口挂乡、
局挂村、副科级以上干部挂户”和下派干部驻村
任职等制度，设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鼓励村集体通过村企结对、创办实体、盘活“三
资”、互助共建等形式发展集体经济，力争今年
消除万元以下“空壳村”30%以上，集体经济收入
10万元以上、5万元以上的村分别增加20%。

如何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首先要解
决“扶持谁”的问题。

在柘荣县英山乡凤洋村村民陈后发家的墙
上贴着一张精准扶贫表，上面详细记录着家庭
基本情况、贫困原因、扶贫措施、挂钩帮扶人、完
成时间等。

这种表格在柘荣并不少见。2014年，柘
荣县将 2013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 3310元，
且有劳动能力的农村贫困户作为建档立卡对
象，确定了全县28个贫困村1696户5657个贫
困人口，并逐一明确贫困现状、致贫原因和脱
贫需求，做到户有卡、村有册、乡有簿、县有
档。对贫困户实施动态管理，使稳定脱贫者有
序退出，新出现的贫困人口及时纳入帮扶，保
证不重不漏一户一人。

除扶持传统的太子参、茶叶、油茶等特色产
业外，该县根据贫困户实际情况，鼓励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和返乡创业大学生、致富能手，引导
贫困户种植铁皮石斛、药用玫瑰、优质果蔬等高
效农产品。抓好县农产品检测、电商、物流等平
台建设，帮助农户牵线搭桥，助推农产品销售。

同时，为扶贫重点村安排专项贴息资金，成
立小额信贷促进会，与柘荣县农村信用社、邮政
储蓄银行、县刺桐红村镇银行合作，以优惠利
率、优质服务为贫困户开展小额贷款推介担保
工作，对贫困户发展增收脱贫项目或改善居住
条件给予小额贷款贴息。目前担保风险金已筹
措达 750万元，经县小额信贷促进会推介担保
发放的小额担保贷款已有527笔2188万元，527
户农户获得3至5万元的小额贷款扶持。

连日来，在乍洋乡留水村仙山中药
材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工人们忙着整理
地块种植药材。据公司负责人曾瑞夸介
绍，公司已流转 1008亩林地，大部分
林地都种上了金线莲、玉竹、多花黄
精、阴地蕨、毛药花等中药材，采取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
将 30多户精准扶贫户纳入合作社，实
现户均年收入达15000元。

柘荣县强化“一乡一业、一村一
品”产业培育，推进资源就地就近转
化，提高附加值直接富民。在每年统筹

700万元扶持中药材、茶叶、油茶等特
色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今年再增加财政
资金300万元，加快培育龙头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等现代经营主体，激发
农村经济活力，推动外部“输血”转化
为内部“造血”。积极推进土地出租、
转包、入股、置换等流转方式，引导农
民参与现代农业开发，变一家一户小产
业扶持为区域特色技术产业扶持。

在政策引领的扶持激励下，柘荣县
围绕实施特色农业样板工程、打造点线
片示范基地，坚持每季度开展山地农业

“拉练”检查，推动特色农业和村集体
经济竞相发展。去年以来，累计实施46
个农业项目，投入资金2.35亿元，流转
土地4.6万亩，建立89个百亩以上农业
主导产业基地，预计实现年产值 3.2亿
元；发展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21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 259 家、家庭农场 28
家，辐射带动农户9600户；基本上每个
行政村有一个以上农业示范基地，初步
形成“龙头企业+基地+专业合作社+农
户”的发展格局，有效推动农业发展农
民增收。

今年 45岁的吴进发是柘荣县富溪镇前宅
村人，因病贫困。“之前想发展一点中药材，但
苦于没有资金、技术，只好作罢。去年，精准扶
贫工作队不仅帮我制订了发展计划，还提供了
种苗和技术，我期待有个好收成。”吴进发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该县明确一个
思想，要让群众掌握一门实用技术，确保每个
贫困家庭至少有一名劳动力稳定就业。

在劳动力转移培训上，柘荣县选准培训对
象，以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为目的，切实开
展各种实用技术培训，真正做到“培训一人，输
出一个，致富一家”。今年，该县利用雨露计划
培训、转移就业培训等抓手，共组织开展创业
培训3期90人、职业技能培训520人。

在科技培训上，该县注重因地制宜，基础
条件好的村，按照“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模
式，重点培养新农村带头人、土专家和田秀才，
围绕主导产业和资源优势，大力推广现代农业
新技术、新成果、新品种和新做法。截至目前，
已对 15个贫困村 1800个扶贫对象进行培训，
发放技术资料 2000余份，实现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 1125 人，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会管
理、能经营的新型农民。

在贫困户就近就业上，该县推行企业与
所在乡（镇）、村（居）结对送工机制，已有 1
个技工学校、4 个行政村与 8 家企业形成用
工对接，促进就业创业各项优惠政策的有效
落实，提高就业专项资金使用效能。截至目
前已发放资助资金 14万元、政策性配套补助
资金 15.78万元。

抢抓机遇 凝聚合力 精准扶持

精准识别 摸清家底 扶贫到户

整村搬迁 旅游助推 打造亮点

立足优势 培育产业 引领致富

培训技能 转移就业 稳定脱贫

强化保障 破解难题 扶贫兜底
“经过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扶贫开发，未解

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一些自然条件
差的边远农村，扶贫成效并不明显，必须要重
视社会保障政策的‘兜底’作用。”柘荣县委书
记薛理朝指出。

柘荣县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以农村低保、
新农保、五保供养、临时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
事业等为支持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符合条
件的农村贫困人口优先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
障范畴，优先纳入住房保障体系。抓好下一代
教育工作，让贫困家庭的学生都能上得起学、
让毕业生都能学到一技之长。

目前，柘荣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现
全覆盖，新农合参保人数达 9.31万人，参保率
99.99%。累计建设保障性住房 1176套、养老
机构 47所。从 2015年 1月起全县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每人每月
70元调整为 85元，农村低保由家庭年人均收
入 2100元提高到 2300元，财政年补差标准从
1520元调整到1720元。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
标准每人每月由 110元提高至 127元。1944
人获得医疗救助金额 162.9万元，2802名困难
学生得到就学补助金额 223.17万元，为 388名
贫困大学生发放助学贷款294.26万元。

当前，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
拔寨的冲刺期，与省市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只剩下 5年时间。“弱鸟先飞”必当

“丰满羽翼”。柘荣县将继续弘扬“滴水穿石”
精神，脚踏实地做精做实扶贫工作，不断夯实
发展基础、走特色之路，展大志气、谋大作为，
力争全面奔小康。 □ 林钦妹 游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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