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下正是荷花陆续开放的季节，沿着
船山区河沙镇梓桐村道路一路前行，四面
翠峦环绕，环境优美，一幢幢崭新的居民
楼宽敞明亮，一大片盛开的粉色的、白色
的荷花映入眼帘，美不胜收。

“这房子有客厅、有厨房，还有厕所，
设计非常合理，比我原来冬冷夏热的土房
子好多了。而且我还就近找到了工作。”
近日，在船山区河沙镇梓桐村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点，贫困户唐长忠看着自己崭
新的搬迁房高兴地说。

对于一个地处偏远、基础设施落后的
贫困村来说，梓桐村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
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当地村民生活生产条
件。而唐长忠的故事只是当前船山区全
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过程的一个缩
影。

挪穷窝、换穷貌、改穷业、拔穷根……
自 2016 年船山区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以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坚持因地
制宜，因人施策，依照全区农业一体大环
线的实施步调，按照“搬得出、稳得住、能
致富”的总体要求，突出“两精准三严
格”，推行“三高一快”工作方法，探索“三
金三变”产业脱贫新模式，提升“五心服
务”标准，确保群众满意度高、脱贫率高，
真正实现新房变新村、新村变新景，新产
业带动新生活、新生活带动新发展的良好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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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不干，群众说了算；行不行，群

众要知情；好不好，群众少不了”。易

地扶贫搬迁是贫困群众“挪穷窝”工

程，建设新家园是群众的聚焦点。

近年来，船山区探索了舒心、放心、

安心、省心、开心的“五心服务”，把老

百姓思之切、盼之急作为推进工作的落

脚点和着力点，让搬迁群众参与其中，

不断提升搬迁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

据悉，船山区通过对实际入住新

房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的了解，

对安置点配套设施、后续帮扶措施、

社区化管理等方面完善改进，确保群众

住得“舒心”；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推进的

全过程让群众参与其中，解除搬迁群众

“局外人”的冷眼旁观，让群众找到建设

自己新家园的那份“巴适”成就，找回全

程参与的存在感，确保群众“放心”；公

开项目名称、投资规模、资金来源、建设

内容、建设期限、实施单位等主要内容，

并接受群众监督，有效保证项目建设质

量和进度，让群众“安心”；通过实施搬

迁以后，针对贫困户搞好后续产业、强

化扶持措施、引导创业就业、完善社会

保障，让群众住得“省心”；做好各项服

务工作，搞好感恩教育，重点对非贫困

户进行宣传引导，让贫困户和非贫困

户都能“开心”。

船山区的“五心服务”，使宣传政

策“铺天盖地”，让群众知晓，让群众

参与，变“为民作主”为“由民作主”，

深得民心。

通过前两批的建设，贫困户慢慢

转变观念，积极要求搬迁。去年桂花

镇响堂村贫困户白有才看到村里已经

建好的安置房，主动找村干部说：“没

有想到易地扶贫搬迁房比我想象还要

建 得 好 ，2018 年 第 三 批 我 第 一 个 报

名。”如今，白有才的新房也将于 6 月

底交房。

“以前针对贫困户的优惠政策不

断叠加 ,一定程度打破基层平衡 ,导致

非贫困户产生心理不平衡。但是现

在，通过我们的宣传引导，非贫困户

自己心里明白，虽然他们没有享受到

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但是他们能够

享受公共资源配套，对他们来说也是

一件好事。”副区长郑良介绍说，通过

后期对搬迁户的入户走访，搬迁群众

普遍对这项工程的满意度非常高，纷

纷表示这项工程的实施实现了他们几

十年迫切想住新房的愿望。

一户户搬迁户迁入新居喜上眉

梢，一幕幕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振奋

人心，一项项脱贫致富的惠民措施温

暖心田。

扶贫搬迁，“搬”出了幸福新生活，

乐了心头，美了村头，富了人头。沐

浴在精准脱贫的暖阳中，船山区决战

脱 贫 攻 坚 、决 胜 全 面 小 康 不 再 是 梦

想，脱贫路上“不漏一人、不落一户”

的誓言得到践行。

挪出穷窝子 搬出新希望
——船山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成效显著

对于桂花镇金井村贫困户刘文来

说，易地扶贫搬迁给他带来的不仅是

居住地的改变，更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这多亏了党的好政策啊！以前

住在偏远的地方，出行不便，吃水困

难，看病更难。”刘文说，通过易地扶

贫搬迁政策，去年 8 月，他和同组 3 户

贫困户搬迁到易地扶贫新村安置点，

住进了新房。

新的安置点，马路平坦又宽敞，还

配套了医养中心，切实解决了当地贫

困户看病难的问题。

“易地扶贫搬迁是生存条件恶劣

地区贫困群众脱贫的根本措施，是新

一轮脱贫攻坚的标志性工程。”区委

书记曹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实施好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重要性。

作为脱贫攻坚一号工程的易地扶

贫搬迁工作更是成了区委、区政府逢

会必讲的工作。为了切实抓好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区委、区政府主要领

导多次组织召开全区性会议，专项部

署相关工作，协调解决建设中存在的

困难，将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

的重点工作，下大力气抓实、抓好。

易地扶贫搬迁 ,首要的问题是“谁

要搬”。为此，船山区搬迁人口识别

按照进村入户调查摸底、搬迁户自愿

申请、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村级

公示确定搬迁对象的程序进行，确保

将真正有搬迁需求、符合搬迁条件的

群体列为易地扶贫搬迁对象范围。

同时，区扶贫移民局负责对所有易地

扶贫搬迁户进行再核实再甄别，在建

档立卡系统中进行动态管理，紧扣

“精准”二字 , 做到层层把关，确保

实现精准识别、精准搬迁 ,杜绝“搬富

不搬穷”的现象发生。

政策执行要严格。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全面展开以后，船山区严格执行

住房建设标准，严格执行搬迁后旧房

拆除政策，严格执行易地扶贫搬迁资

金封闭安全运行这“三严格”。据悉，

按照“保障基本”的原则，船山区严格

执行人均 25 平方米的建房标准和户

均自筹不超 1 万元的两条红线，严守

搬迁不举债和不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的两个“决不能”底线。所有搬迁户

都签订了搬迁和旧房拆除协议，避免

了出现用地“两头占”的问题。同时，

区级自筹资金 5200 万元注入易地扶

贫搬迁“资金池”，解决前期费用，垫

付提前实施乡镇的资金缺口，有效确

保廉洁搬迁、阳光搬迁。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实施以来，船

山区结合实际，高起点规划、高质量

建设、高标准管理易地扶贫搬迁项

目，加快推进工程建设进度，严把工

程质量关，确保将易地搬迁工程打造

成精品工程和群众满意工程。

5 月 25 日，在复桥镇复兴村场镇

规划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 2、3、
4 栋号楼已经封顶正在进行外墙粉

水，1 号楼 5 月底将建成封顶，预计 6
月底达到入住条件。这是船山第一

个在场镇规划建设的易地搬迁点，可

安置 67 户 176 名贫困户。

“为了加快项目建设的步伐 ,让贫

困户尽早搬入新家 ,每天施工现场都

有 70 余名工人加班加点施工 ,整个项

目建设将于 6 月完工。”复兴村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项目经理陈俊宇告诉记

者，按照易地扶贫安置点向场镇、向城

市、向园区、向聚居点靠近的思路，复

兴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在选址上，

结合土地增减挂钩、环保产业园以及

复桥镇垃圾处理厂安置小区二期的建

设，三位一体地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工

作，切实实现了资源共享。

自 2016 年 8 月 28 日全区易地扶

贫搬迁工程启动仪式召开以来，各级

各部门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早安排、

早部署，明确建设任务和时序，倒排

工期，挂图作战，积极稳妥推进。

“全区上下必须盯住易地扶贫搬

迁目标任务，做到任务不减，政策不

松，确保实现五年任务三年完成，三年

任务分三批次完成。”近日，在召开的

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易地扶贫搬迁专题

会上，区委副书记、区长韩麟再次对全

区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并强调，在实施过程中既要抓进

度，更要控质量，将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纳入各乡镇的月度脱贫攻坚考评和年

度考评内容，实行日调度、周通报、月

考评，强力推进项目建设。

记者从区发改局了解到，目前，船

山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 2016 年省下达了 273 户 770
人搬迁任务，船山区实际完成 277 户

836 人，超目标任务的 9%；2017 年省

下达易地扶贫搬迁 297 户 1017 人，船

山区实际实施 440 户 1261 人 ,超目标

任务的 24%。截至目前，全区已完成

建设任务 717 户 2097 人，全部搬迁入

住。第三批开工安置点建设正有序

推进中，预计 6 月底达到入住条件。

“按照这个速度，今年 6 月底就可

以拿到新房子的钥匙了，这下日子有

盼头了，想想都激动。”看着已经封顶

的房子，复兴村 60 岁的贫困户唐纪高

笑得格外开心，他激动地说，几十年

来，他一直住在土坯房中，做梦也没想

到，去年镇里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他

家被纳入搬迁范围，圆了他多年的安

居梦，还彻底改变了他家的生活。

搬迁是手段，就业是核心，脱贫才

是目的。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不是简单的

人的搬迁。能否为搬迁群众创造多途

径就业创业渠道，才是实现‘断穷根’的

关键所在。”区委副书记白争春一语道

出了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最终目的。

为此，船山区在安置点布局和规

划上坚持“五个一批”的原则，打破区

域限制 ,依托农业园区，集中布局特色

产业，实现了“三金三变”,探索出了船

山“产业脱贫”新模式。

6 月，云层间洒下金色的阳光，永

兴镇明镜村牛樟基地，成片的牛樟树

苗正茁壮成长。不远处的易地搬迁安

置点，一栋栋白墙绿瓦的崭新房屋错

落 有 致 ，平 坦 的 村 道 进 村 入 户 ……

“走，上班去！”明镜村脱贫户何先华

撂下饭碗，和其他村民一起出发去几

百米外的牛樟基地上班。

在桂花镇响堂村可士可柑橘基地，

建档立卡贫困户刘东平正在基地除

草。响堂村里引进了可士可柑橘和西

瓜产业，刘东平把自家的土地流转给企

业，自己到园区务工挣钱。“一天务工有

50元钱，再加上土地流转费，脱贫有了

保障，再也不用担心返贫了。”

从“下地干农活”到“去基地上班”，

透露出了一个个贫困户家庭的巨变，更

折射出易地扶贫搬迁背后的功劳。

目前，船山区以现代农业园区为

载体发展都市农业，已形成以永河、

唐桂、龙老复 3 个大园区为龙头，10 个

乡镇农业小园区为补充的“3+10”产

业园区体系，并将园区内的贫困村纳

入园区规划，在连片贫困区域新建了

永兴镇台湾牛樟、桂花镇可士可四季

橘香、复桥镇蓝莓、西宁乡“兰泥湾”

等特色农业园区 5 个，覆盖贫困村 11
个。贫困群众搬来后 ,可以把原有土

地拿来变成租金、扶贫资金入股变成

股金、到园区或基地务工变成薪金 ,不
断提升贫困户造血功能，做到“精准

扶贫到户，因人制宜增收”。

“既要能留住人，更要能留住心。

我们通过培育扶持发展特色农业、提

供就业岗位以及鼓励自主创业等多种

方式，确保搬迁户收入稳定，按期脱

贫。”区委常委、统战部长黄钰说。

如今，像河沙镇梓桐沟村、仁里镇

罗家桥村、老池乡飞跃村、桂花镇金

井村等村依托产业规划建设易地扶贫

安置点，让更多贫困户吃上产业饭，

真正实现有房住、能致富、留得住。

动态管理
两精准三严格 确保项目建设稳步实施

规划建设
三高一快 五年任务三年完成

产业扶贫
三金三变 探索产业脱贫新模式

群众参与
“五心”服务 提升搬迁群众满意度

■梁惠 涂佳/文 全媒体记者 李四海/图

桂花镇响堂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永兴镇孟桥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仁里镇倒碑垭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河沙镇梓桐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河沙镇梓桐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