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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浦抢抓机遇全面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对贫困群众而言，绝大多数都是因为
条件落后而输在了起跑线上。近年来，霞
浦县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社会保
障、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大力
实施整村推进。

地处三沙镇西部的东山村共有 5 个
自然村，413户 1560人，是老区、少数民族
村，其中畲族人口 1150 人。尽管东山主
村依山面海、交通便捷，然而，罗五、胡家
山、白岩里等几个自然村，却地处边远、偏
僻深山中，立地条件恶劣。以往，村民大
多居住茅草房。

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
平同志深入三沙镇调研“脱贫致富奔小
康”工作，看到三沙境内还有群众住茅草
房，习近平同志指出：“这么多年了，群众
还住茅草房，很不安全、很贫苦，我们要集
中力量解决茅草房改造问题。”1998年 4
月，习近平同志再次深入三沙镇东山村调
研茅草房改造工作，又指出：“对偏远地区
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的贫困群众，要采取集
中搬迁的方式，帮助他们搬出来”。多年
来，霞浦县始终按照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精神，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分步实施，加
快推进茅草房搬迁改造，全面改善群众的
生产生活条件。

“我们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式
进行茅草房改造。”东山村党支部书记钟
祖钦说，对地理环境条件较好的村，进行
就地拆除，给予补助资金在原址新建砖瓦
房，而对于生存条件恶劣的村，则异地选
址整村搬迁。

从 1997年开始，东山村先后从罗五、
胡家山、白岩里等偏僻自然村，共搬迁出
茅草房住户村民 22户。为进一步解决其
它边远山村畲族群众的居住条件，县里又
结合“造福工程”和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先
后将边远、偏僻的二坑、三坪等 155户少
数民族村群众，集中搬迁至东山村，建设
了二坑、三坪两个“造福工程”小区。多个
村庄的学童，也全部进入办学条件良好的
中心村小学就学。

从 2014 年开始，东山村结合美丽乡
村和畲村文化特色村寨建设，先后投入
660多万元，完善了水、电、路等基础设施
和民生项目建设，使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与东山村情况不同，盐田畲族乡水升村
是个典型的连家船民聚居地。他们长期漂
泊在船上，因条件恶劣，生活极为艰辛，似乎
与世隔绝。1999年，水升村在省地县乡政府

的关怀下，全村连家船民全部上岸定居。
“水升渔民上岸定居时，村基础设施

差，产业发展落后，属于少见的贫困村。”村
党支部书记林斌说，2012年9月，受台风及
天文大潮侵袭，水升村海堤决口，海水冲入
村里，民房被淹。当天，许多人家里的海水
都没到腰了，来不及转移的器物全部被淹，
全村损失很大。随后，政府将该村列入造
福工程危房改造，启动“造福小区”重建项
目，并于2013年底全部交付村民使用。

“以前，一家四口挤在阴冷潮湿、不足
40平方米的砖瓦房里，由于是简易搭盖，
每年的台风暴雨天，大家都不得不转移到
附近的避灾点，”林斌说，“现在的‘造福工
程’小区共安置了 103户、413人，政府在

‘造福工程’人均补助 3000元的基础上，
再给予受灾户每户 1万元的危房改造补
助，大大减轻了群众的建房修房负担。”同
时，考虑到村民生产生活的安全方便，霞
浦县政府还分别投资 230 万元和 132 万
元，对始建于上世纪 60年代的水升海堤，
实施除险加固工程和新建水升三级渔港。

东山村的茅草房改造和水升村的船
民安居工程只是霞浦县持续扶贫，改善贫
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霞浦县不断加大力度，对居
住生活条件恶劣的贫困农户实施住房改
造，对边远偏僻、条件艰苦的自然村和地
质灾害点实施整体搬迁，对无钱盖房的农
村五保户建设“幸福家园”集中安置，努力
通过“整村搬迁、集中安置”的做法，逐个

“消灭”小自然村。对造福工程实施对象，
在省级标准每人补助 3000 元的基础上，
实行困难计生户、少数民族、贫困残疾人
和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政策叠加。同时，
还积极整合用于解决边远小自然村的水、
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城乡土地增
减挂钩政策资金等，统筹用于新安置地基
础设施配套建设。2010年至 2014年，全
县完成造福工程搬迁 4704户、18288人，
今年还将完成搬迁1000户3800人。

此外，在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的同时，县里将精准扶贫与民政保障、救
助政策相衔接，立足差别化的保障政策，
建立贫困户大病救助、因灾救助、子女就
学帮扶等制度，县财政安排 100万元作为
贫困户重大疾病医疗救助资金，目前已让
19 名贫困群众得到了大病救助，1862 个
贫困户学生得到补助资金近 130 万元。

□ 黄光亮 何焱红

平坦宽阔的村道干净整洁；村民楼房的外墙装修一致；绕村小溪的溪水清澈见底；畲族风情的墙画别具一格；村头大树下，老人小

孩正于其间聊天嬉闹……近日，笔者来到霞浦县三沙镇东山村，一副和谐优美的画面尽展眼前。

和东山村一样，近年来，霞浦的许多贫困村庄群众收获了扶贫带来的实惠，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据了解，从2010年至2014年，

霞浦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6943元增加到11342元。

霞浦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台湾海峡
西北岸，陆地面积1716平方公里，辖14个
乡镇（街道），292个行政村、23个社区，总
人口55万，是福建省海域最大、海岸线最
长、浅海滩涂最广、岛屿最多的沿海大县，
海洋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但多年

来，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经济总量小、产
业结构不优、基础设施薄弱、财政收入低
仍是霞浦最大、最根本的县情，发展不快、
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始终没有有效破解。
2012年，省委、省政府将霞浦列入23个省
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

如何准确识别扶贫对象，做到精准扶
贫，是决定脱贫成败的关键因素。对此，
霞浦县按照“一申请、两比选、三公示”的
作法，以建立对象识别到村到户、帮扶措
施到村到户、动态管理到村到户的精准扶
贫工作机制为重点，锁定贫困村、瞄准贫
困户，找准致贫原因，区分贫困类型，制定
帮扶措施，确保了精准帮扶到村、到户、到
人，不断提高扶贫工作实效。

同时，按照“户有卡、村有册、乡有
簿、县有档”的要求，对贫困户全部登记
造册，录入电脑，建立扶贫信息管理系
统，并根据扶贫对象获得扶持和收入增
长等情况，对信息系统中的贫困对象建
立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识别方式，进行
及时调整。经多轮调查摸底，全县共识
别出贫困户 7097户 23039人，贫困建制
村 57个，为扶贫开发工作从“大水漫灌”
向“精确滴灌”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子不知怎么
过。”这是霞浦县盐田畲族乡西胜村农民
老李常挂在嘴边的话。几年前，老李家
仅靠耕种 2亩田地维持生活，日子过得
十分紧巴。随着精准扶贫的推进，他的
日子开始发生变化。

在挂钩帮扶干部的帮助下，老李不
仅获得了信用社的小额贷款，而且还学
到了葡萄种植技术，走上了脱贫之路。

“过去扶贫是大水漫灌，现在实施精准
扶贫工程，就是要找准‘穷根’，有针对性地
进行帮扶，变‘漫灌’为‘滴灌’，增强贫困户
的自身‘造血’功能。像老李这种情况，要
因地制宜进行‘产业扶贫’，帮助他们走上
脱贫路。”霞浦县扶贫办负责人说。

近年来，霞浦县紧紧抓住被列为省
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契机，坚持“输
血”与“造血”相结合，通过扶持发展产业
和培训就业、移民搬迁、社会保障兜底、
医疗救助等多种方式，集中人力物力财
力，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县里在坚持“以海为主、以工为先、
以业富民、项目带动、提速发展、全面进
步”的思路，着力实施“12345”计划，全力
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同
时，尤其注重抓好扶贫工作，专门成立了
扶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产业发展、
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现代农
业、要素保障等六个工作组，出台了《推
进精准扶贫工作实施方案》、《贫困村精
准帮扶工作措施》和《贫困户精准扶贫十
一条措施》等文件，确立了精准扶贫的工
作思路，为扶贫对象精细规划，量身定制
扶持内容，实行重点突破。

为加快推进扶贫攻坚，县里以 57个
贫困建制村为主攻对象，在省直、市直单

位挂钩帮扶 10个重点村的基础上,由县
处级干部和县直单位挂钩帮扶 47个贫
困村，每年至少为贫困村筹措 10万元左
右的帮扶资金，扶持贫困农村发展产业
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县财政为每个
县级贫困村各安排 10万元资金，盘活现
有土地、海域、山林等村集体资产，努力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并积极向省市
争取帮扶资金，用于村级道路、安全饮
水、电力保障、安全住房、教育卫生等基
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加快改变
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

县里专门建立了“一对一”结对帮扶
制度，安排县处级领导和县直单位的副
科级以上干部、中级职称以上科技人员
以及乡镇班子成员等干部挂钩帮扶
7079 户贫困户，着力开展“四帮六送”

（帮助制定一个脱贫计划，帮助落实一项
脱贫项目，帮助拓宽一条就业渠道，帮助
提高一项致富技能以及送观念、送政策、
送培训、送信息、送岗位、送资金）活动。

同时，县里大力实施农户自立增收
工程，协调金融部门每年安排不少于 1
亿元的信贷额度，县财政每年安排 300
万元小额贷款贴息补助，并大力推广“公
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等模式，扶持贫
困户发展现代农业种养、农副产品加工
或者引导农户发展“农家乐”、休闲农庄
等，做到每户都有 1-2 个稳定增收项
目。县财政还安排 1400多万元作为贫
困户生产发展资金，每户安排 2000元扶
持发展短平快项目。此外，积极依托阳
光工程等项目，抓好贫困农户生产技术、
就业创业技能等培训。近两年来，组织
开展了实用技术、公共卫生培训 44 场
次，受训农户达4500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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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菜加工 郑霄 摄

水产加工企业生产线 夏斌 摄

又是一年海带丰收季节 蓝钊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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